
Issue No.

59
（總第一四三期）

(Original Issue No. 143)

二○一九年三月
March, 2019

校友專訪：王國雄牧師 Page 04

與拉比對話 Page 06

第九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 
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 

Page 8

55周年校慶神學日感恩崇拜 Page 10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崇 基 學 院 神 學 院

著名實踐神學學者Canon   
Prof. Elaine Graham 到訪 Page 12

經文：列王紀上 19:1–21，羅馬書 12:1–3，路加福音

12:54–56

前言
感謝母校的邀請，讓我有機會和各位嘉賓、牧長、師長、

師弟、師妹、弟兄姊妹和朋友分享。

我是 1983年入學，1988年畢業的。畢業後就當牧者，
當時以為第一個事奉的崗位和堂會，就是我一生服侍的

地方。當然，後來發展卻不是這樣。三十年一眨眼便

過！這三十年裡，在座不少人和我一樣，經歷了許多事情：

19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最終以軍隊入城用子彈和坦克殺害手無寸鐵
的示威學生結束。

1997年 7月 1日，香港再次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英國國旗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旗，駐港英軍撤離，解放軍進駐。香港開始實施一國兩制。

2003年 7月 1日，幾十萬人穿上黑色衣服，在維園集合出發，反對基本法 23條
立法。不久之後，當時任特區行政長官的董建華先生宣布辭職。

2014年 9月尾至 12月初，大量學生和市民在金鐘、銅鑼灣、旺角、尖沙嘴通宵
聚集，前後七、八十天，要求中央政府兌現基本法普選行政長官的承諾，最終以

清場結束，這場佔領或雨傘運動的發起人及不少參與者則面臨起訴。

我們生活在一個大時代裡，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牽動著我們的情緒，影響著我們的

人生抉擇和方向，生命中出現種種的起伏，也構成了教會見証和做神學的場景。

我是在九七陰影下決定獻上自己，走進神學院受教育的。在學時期第一次參與政

治集會，和老師一起去，在高山劇場表達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台上有中華基督

教會的牧長。八九年第一次和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起去遊行，表達對北京學生運動

的支持，為學生的傷亡而哀慟。九七後，我們一起學習怎樣在香港生活和實踐「港

人治港」，也一起接受種種政治和經濟變化的考驗。

蒲錦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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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在又來到一個歷史的轉折點，再多三、四年

時間，基本法五十年不變的時限便過了一半，而我

們這些二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也快將退休，香港和

香港教會將由新一代領導。未來的香港會變成怎樣

呢？未來的教會又如何呢？我們應該怎樣自處呢？

事奉者的必修課
我們今天下午選讀了三段經文，一段舊約，一段書

信和一段福音。

路加福音 12:54–56節，耶穌提醒從自然現象看到
天氣變化的人，也應該懂得從社會徵兆了解時代的

變遷。這是先知的職責，也是所有神學人的工作：

辨識時勢，理解上主在當下給予教會和社會的使

命。

我們身處一個怎樣的時代呢？我會說，這是一國壓

向兩制的時代，新聞自由受限的時代，假扮作真的

時代，人與人難以溝通的時代，香港西九高鐵直達

中國政治中心北京和北京直達香港心臟的時代，沒

有英雄的時代，渴望英雄的時代，黑暗籠罩的時

代，需要光明的時代⋯⋯

在這樣的時代中，上主將會如何工作呢？祂怎樣顯

示自己的作為呢？教會又應該做什麼呢？事奉者應

有什麼心理準備呢？有什麼必修課呢？

我們今天所讀的另一段經文在列王紀上 19章。在
19章之前是先知以利亞以一人之力大敗幾百個巴
力先知和亞舍拉先知，在以色列人面前彰顯了上主

的大能，在滂沱大雨中顯示了上主的能力。

可惜，亞哈王和王后耶洗別不單沒有因為上主所彰

顯的大能和以利亞的異能而悔改，反而變本加厲，

要殺死先知以利亞才肯罷休！以利亞非常失望，在

逃命中變得疲累不堪，甚至向上主求死以作了斷。

上主怎樣回應以利亞呢？祂吩咐以利亞做三件事：

膏哈薛作亞蘭王，膏耶户作以色列王，膏以利沙作

先知接續以利亞的工作。

為什麼上主這樣做呢？是不是以利亞太沒用，竟然

向上主發脾氣求死，所以上主便決定換別人來做。

是嗎？這是不是上主對以利亞的懲罰，叫他提早退

休呢？不是。上主在教導以利亞兩樣功課，也是每

個事奉者必須學習的東西：

1.  認識自己的脆弱

上主在何烈山的山洞中連續問了以利亞一個相同的

問題兩次：「你在這𥚃做什麼？」（19:9, 13）而
且，上主沒有在烈風、地震和火焰這些舊約中常常

用以彰顯上主而又動人心魄的自然現象中向以利亞

說話，反而以輕微細小的聲音來向以利亞啟示祂自

己。為什麼呢？因為上主要以利亞聆聽自己內心的

聲音。他在留心聽這輕微細小的聲音時，以利亞必

定也聽到自己的憤怒、恐懼、失望和挫折感。他開

始反省自己所作的一切。

我們也懂得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嗎？在一天二十四

小時不停運轉的香港社會，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

裡，在清理不完的電郵和手機信息的資訊科技時

代，我們認識自己嗎？我們會不會以所做的代替自

己是誰？我們又會不會用名片代替真正的自己？會

不會以職務代替自己在上主面前的事奉？

一行禪師曾經講過一個故事。他與門生一起吃柑，

門生一邊把柑送進口中，一邊不斷講未來的夢想與

計劃。一行禪師便提醒門生，柑要一口一口的吃，

吃柑時只要吃柑。這個故事提醒我們，要活在當

下，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意識到自己的每一個念頭

和情緒的變化，這是禪，也是靈性的修為。

當事奉越久時，你的責任便越多和越大，別人也

會認為你很能幹，於是你便會以為自己是鐵打的，

「好打得」。

但是，對我而言，並非如此。現在，長時間的聚會

之前我要先去洗手間，否則便「急不及待」；上、

下梯級膝關節會痛，每天要吃補充劑；眼睛看東西

有黑點，需與飛蚊症共存；見到熟悉的弟兄姊妹會

叫不出名字，要想很久；答應了別人的事會忘記，

要別人提醒。我不是教宗，七、八十歲還可以到處

去，應付教會內外的難題。我是「夠鐘」，等待不

久將要來臨的退休和見主面！

我們接受真正的自己嗎？我們有沒有時間和勇氣，

在上主面前揭露真正的自己，面對自己的軟弱和失

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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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上主的作為

在迦密山上威風八面的以利亞，曾一度以為自己是

唯一一個忠於上主的人，其他人都不中用，背棄了

上主。（19:10, 14）原來事實並非這樣。上主留
下了七千個忠心耿耿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以色列人。

為什麼以利亞沒有看見呢？大概因為他們不像以利

亞般衝鋒陷陣，而是在自己崗位上默默耕耘。

我們中間畢業班的同學，你們可能很有理想和衝

勁，想為教會帶來改變與更新，有馬丁・路德、 
加爾文和約翰．衞斯理一樣的豪情壯志。這些都是

好的。正如我們今天所讀的羅馬書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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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請不要以為只有你一個是

英雄，其他人都沒用，不夠你忠心，不夠你委身。 
上主會作工，也會感動他人，以成就祂的美意。因

此，保羅在羅馬書 12:3又說：「我憑著所賜我的
恩對你們每一位說：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著

上帝所分給各人的信心來衡量，看得合乎中道。」

上主更預備了以利沙接續以利亞做先知，使他後繼

有人。另一個偉大的先知，就從一個寂寂無名的人

身上開始。

三十年前，我剛剛畢業，在一間堂會事奉，一年後

便接任堂主任，再過一年便受按立為牧師。那是

八九年人心動盪的日子。有一次，教會請來一位

有名望的牧師主講研討會。這位牧長很坦白的跟我

說：「如果不是九七問題，你也不會這麼快在這個

大教會中當主任牧師！」是的。我那個時代是被迫

成長的年代。信主一、兩年便要當團契職員，三年

就要做導師。牧師會安排我們幾個青少年團契的團

長在青少年主日當着三、四百名教友面前每人講五

分鐘道。那時，我還是中學生。多嚇人！我那一代

人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在那個時代成長的，許多

人都有一些東西是現在的青少年人比較少甚至沒有

的，就是自由和犯錯的機會。教會都信任我們，把

事情交在我們手上。

不懂得，便學，這是崇基教我的。我還記得，剛入

學時進入圖書館，成千上百個比人還高的書架都放

滿了書。我不得不謙虛，承認自己的有限和無知。

別人講的，我不會輕易相信，不論那個人多權威，

多厲害。這也是崇基教的。我會尋根究柢，反覆思

考，看看哪句話經得起思辯的挑戰，哪句話不堪一

擊，哪句話是門面說話。

我並不是說自己多成功。我只是想說，各位師弟、

師妹，我們中間的年青人，不要害怕時代所給予你

的擔子，因為負重才能鍛練你的體格和力氣。上主

會在你的身邊，為你打氣！願上主的靈加倍的感動

你們！

不相信年青人的教會，是沒有未來的教會；不相信

年青人的社會，是沒有未來的社會。請給年青人自

由、探索和犯錯的機會。

上主不單只在教會中工作，祂也在社會中、世界𥚃

顯示祂自己。祂吩咐以利亞膏耶户作以色列王，又

膏哈薛作亞蘭王。在當時來說是荒謬又危險的。荒

謬，因為以色列王亞哈及亞蘭王便哈達還在位，顯

赫一時；危險，因為這樣做不單只是「尋釁滋事」，

簡直是「煽動叛亂」，可能為以利亞帶來殺身之禍。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世界發生了許多大事，都是

我們事前估計不到的。東、西德的關係一夜之間改

變，拆除了中間隔開他們的柏林圍牆，兩國在短時

間內合併成今天的德國。南非白人政府釋放黑人領

袖曼德拉，廢除種族隔離政策，舉行選舉，曼德拉

當選，短時間內由階下囚變成國家領導人，黑人和

白人大和解。這些改變中間，也有教會的努力和貢

獻。

中國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開始了民選總
統的年代，1919年五四運動，展開了新文化運動，
德先生和賽先生（民主與科學）上場。這些運動並

未走完全程。我們身在其中，「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在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未

曾造成已經存在的上主，祂的眼界當然比我們闊，

看得比我們要清楚。

「深哉，上帝的豐富、智慧和知識！
他的判斷何其難測！
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誰知道主的心？
誰作過祂的謀士？
誰先給了他，
使他後來償還呢？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祂，
倚靠衪，歸於祂。
願榮耀歸給祂，直到永遠。阿們！」

（羅馬書 11: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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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當時為何選擇到崇基神學組讀神學？

王： 初有神學院的時候，我們教會的藍仁牧師，為美北浸禮會的屬下差會（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傳教士，20世紀中被差派到廣東潮汕及香港。他在崇基校董會任司

庫，是他提議我們到崇基來讀神學的。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崇基神學院是新派，所以入讀的人不

算多，最終也只有我和另一位教友。那時，甚至有人提醒我，若我在崇基讀書，可能不會獲教

會錄用。當時於建道神學院畢業的姚振國牧師，在九龍城潮語浸信會事奉，他對我說：「最主

要還是看自己的心志，很多神學生畢業後去做生意呢。別理什麼新派舊派，只看自己事奉的心

志和呼召。」因為這一句話，我就留下了。

王國雄牧師是崇基神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至今已經畢業超過
五十年，他是美國浸信會義務宣教士，現時為五餅二魚國際基金會
會長。他於2004年起於內地開始「五餅二魚」基金會的工作，現
今在內地和洛杉機兩邊走，為基金會進行籌款工作。2018年是九
龍城潮語浸信會80周年會慶的日子，王牧師聯同陳慎禮牧師（現
為Area Director of East and South Asia,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 
American Baptist）回港參加，再往潮州教會訪問。停留香港期
間，他回到母校崇基學院神學院參觀及接受了本通訊的訪問。

記： 可否談談您在崇基神學組讀書的情況。

王： 當時班上只有六位全職學生，中華基督教會有三位：陳先鵬、雷鎮昇、祝維剛。衞理公會就有

李鼎新，潮語浸信會就有我和陳運生。那時，我們每天要從赤泥坪行步行去神學樓上課，下

課又要步行回宿舍。當時的神學組教師都是由海外宣教士擔任，有來自英國、美國和瑞士等

地。我記得來自中華基督教會的施其樂牧師（Rev. Carl T. Smith）來自巴色會古愛華牧師（Rev. 

Winfried Glüer）等等。那時，也有華人老師，我記得中華基督教會劉治平牧師教我教會歷

史，龐萬倫太太（Mrs Pommerenke）則教我們英文。

記： 畢業後，您在美國開展事工，過程辛苦嗎？有什麼令您感到印象深刻的嗎？

王： 離開神學組後，我到赤臘角青年營任職，在浸會的青年營工作。直至1971年，我前往美國讀

書，1974年起，羅省City Mission Society請我任華人錫安浸信會創會牧師，目的是向中國人傳

福音，過程殊不容易，相當艱苦。我們從兒童事工做起，先設立課後活動中心，把放學的小孩

從學校接來教會，為他們舉辦活動及溫習功課；黃昏時分，我們就送他們回家。日復日，年復

年，就是這樣，年青一代長大了，父母親退休了，他們一家也都信了主，成為了我們的會友。

 為主作工五十多年，令我感欣慰的是，有些家庭四代人，包括他們的子女、父母、祖父母都因

着我們的工作信了主，都留在教會，這些事都令我感到很有滿足感。我感謝神，也感謝師母的

無私奉獻。教會初成立時很困難，會友年輕，奉獻也不多，師母常常到車衣廠工作以幫補教

會。經過大家的努力，教會終於能以一個合理的價錢買地建堂，超出了我們的所想所求。教會

雖是我創立的，但也是神的產業，退休時，我們也另請一位牧師牧養教友，自己則轉為顧問牧

師，有時負責講道，但不過問行政工作。

—  王國雄牧師 (68 B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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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致送紀念品予王國雄牧師，並領他參
觀聖堂。

記： 有沒有話想向師弟妹或神學生說說呢？

王： 我是第一屆畢業生，轉眼已畢業五十年，一直都

得到神的祝福、保守和帶領。過往的神學訓練對

我很重要，回首已為神作工五十年了，作為神

的僕人實在並不容易。大家從聖經中看見摩西、

約書亞、保羅、彼得等所有門徒，他們做神的工

作也不容易。不過神的恩典夠我們用。神對保羅

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林後12:9）如果

我們忠心事奉，神一定會恩待、一定會幫助、一

定會保守和祝福我們。這是我對大家的鼓勵和期

望。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做神忠心的僕人。

記： 聽說您退休後參加很多內地事工，可否告訴我們知道詳情。籌集資金方面困難嗎？

王： 退休前，我幾乎每年都把一個月假期都用作前往中國內地探訪教會。1982年，剛剛改

革開放，我就開始到內地，深深明白當地教會傳道人的生活艱難，回想自己在國外當傳

道人的生活相對富足，所以立志要幫助他們。在山區農村教會甚少受了神學教育的傳道

人，因為根本沒有畢業生願意去當地任傳道，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當然是薪金低微。內

地山區的少壯都往城市打工，剩下老人和小孩；有些縣市每星期只奉獻大約十元，試問

怎能聘請到傅道人？我們的工作主要是鼓勵和資助神學院畢業生回到農村山區工作，很

多學生也都只做一兩年就離任。我們只有「睇餸食飯」（編按：量入為出），奉獻有多

少，就補貼多少。每年，我都會回去探望受資助的傳道人，若發現他們已回到城市事

奉，我們也會停止對他們的資助，以致能把奉獻留給更有需要的同工。除了同工的薪

酬，我們也會把基金用於修補堂會爛窗和門框等等事工。

 1994年，我們也曾開了一家精品店，打算把盈餘幫助內地教會，但可惜經營不善，不

夠半年就結業，而且虧了本。師母也因太勞累，感到身體不適。我對內地傳道人的心志

並沒有因此而減退。退休後，我隨即成立基金會，從潮州擴展至整個廣東省，包括梅縣

和韶關一帶，然後向山西、山東和青海一路擴展，至今已支持13個省的同工。我們每年

探訪的所需費用、車費和食宿費均自費，資金主要來自自己的十一奉獻、教會會友和朋

友的捐獻。我們從未有公開籌款，款項都是由從身邊好友籌集來的。我們最初一年籌集

到大約4至5萬元美金，現在每年已增加至11至12萬。

訪問、整理：李廣平*1963-1968年，本院稱為崇基神學院，隨後改組為崇基神學組，至2004年易名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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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Landau Lehmann拉比，現任美國柏克萊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院長，並任教宗教多元主義（Religious Pluralism）及猶太思想（Jewish Thought）。拉比多年來致力於多元跨宗教教育（pluralistic Inter-religious education）及猶太教育（Jewish education），曾於Boston Theological Institute 擔任主席。
拉比於 1月 18日獲學生會邀請𦲷臨本院分享對「促進猶太教與基督教對話」（Advancing Jewish-Christian Dialogue）的心得和願景，並與學生對話。會面在本院容啟東校長紀念樓舉行，超過三十位同學出席。副院長葉菁華教授、王珏博士和李均熊博士皆有出席。葉教授代表本院致送紀念品予拉比。

祆教（Zoroas t r i an i sm）祭司 Ervad  Homyar 
Nasirabadwala和太太 Nilufe探訪香港中文大學崇基 
學院神學院，由陳南芬教授和李均熊教授接待。 
陳南芬教授和李廣平小姐更陪同 Ervad Homyar祭司
參觀中大校園，到崇基未圓湖、校園本部、新亞書

院天人合人亭及和聲書院遊覧。

祆教起源於三千多年前古波斯，是世上已知最古老

的一神宗教。本院陳教授課堂的學生也曾經參觀祅

教於香港的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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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45所大學及專上學府中研究神學、宗教及基督教的研究中心共同成立
了一個全球研究中心網絡，名為：Global Network of Research Centers for 
Theology, Religious and Christian Studies。這個全球網絡旨在為博士生及博
士後學者建立一個學術交流的平台，使研究議題能夠獲得多邊討論。

2009年，該網絡的成員曾於德國海德堡舉行會議，並簽署備忘錄。第三次
會議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舉行，由文學院及崇基學院贊助，今

次會議的主題為「宗教與家庭」。會議一行 22人，由 1月 17日至 20日
於香港進行，首日由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總監楊熙楠先生、香港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海德堡大學系統神學教授 Prof. 
Michael Welker分別發表歡迎辭。

翌日，各成員於本院舉行研討會，由白德培教授主持。文學院院長（暫

任）、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賴品超教授發表歡迎辭，同時也對舉辦這些國

際性的學術交流平台表示欣賞，Prof. Michael Welker向與會者發表文章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Global Network’，讓與會者更了解該組
織的過去、現在及將來。本院副院長關瑞文教授發表文章‘Interrogating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Concept of a Global and Intercultural Summer Institute at the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當日，李熾昌教授、溫偉耀博士均有出席。

會議一共有六節，連同 Prof. Michael Welker和本院關瑞文教授於開幕禮發表的文章，總共十四位學者發表了文
章，十二位學者回應；第六節為圓桌會議，為組織未來發展而作出討論，會議並選出本院王珏博士為該組織的

成員。1月 20日至 24日，白德培牧師又領部分學者探訪內地上海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
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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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主
辦、崇基學院神學院合辦的

第九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
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於 

2018 年 12月 6至 8日假崇基學院利黃瑤璧舉行。是次會議

分三天進行，共八節會議，及三場
公開講座。

首場公開講座由中國人民大學哲學
院何光滬教授主講，講題為

「因基督而成，因敵基督而敗：宗
教改革對中國文化轉型的影 

第九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
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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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由本院副院長（研究及出版）、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葉菁華教授主持。何教授總結了五百年來宗教改革對西方文化的現代轉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及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第二及第三場公開講座於 12月 7日及 8日舉行，分別由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宗樹人教授（Professor David A. Palmer）及建道神學院梁家麟教授主講。公開講座吸引了近百位參加者。

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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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日，本院舉行第 43屆神學日暨
55周年校慶感恩崇拜。中華基督教會 
副總幹事蒲錦昌牧師、崇基學院院長方

永平教授、崇基學院校董黃慧貞博士、

崇基學院署理校牧劉國偉先生、文化及

宗教研究系系主任譚偉倫教授、賴品超

教授、黎志添教授、黎子鵬教授、校董

會主席蘇成溢牧師及陳衍昌法政牧師、

林津牧師、侯運輝先生、勞啟明先生等

校董、本院院長邢福增教授、副院長（行

政）關瑞文教授、副院長（研究及出版）

葉菁華教授、王家輝牧師、龔立人教授、

陳南芬教授、白德培教授、葉漢浩教授、

李均熊博士、王曉靜博士、黃慧賢博士、

王珏博士、伍渭文牧師、任志強博士、

鄭漢文博士、林子淳博士、梁明浩博士、譚淑貞博士、歐偉民博士和 
劉耀生博士均有出席。2017-2018年度的畢業班同學共 101名，而
2018-2019年度新生亦有 101名。參加神學日的嘉賓、畢業生和親朋好
友，連同本院教職員、眾師生超過 700人。

10

10活動簡報



蒲錦昌牧師在講道中指出我們生活在一個大時代，社會上發生的事情牽動着我們的情緒，影響着我們的

人生抉擇和方向，生命中出現種種的起伏，也構成了教會見證的場景。他以路加福音 12:54–56節，列
王紀上 19章等經文提醒畢業生作為一個事奉者的必修課，包括：認識自己的脆弱和了解上主的作為。
他提醒各位師弟丶師妹及年青人，不要害怕時代所給予他們的擔子，因為負重才能鍛練體格和力氣，並

勉勵畢業生上主會在身邊，着他們繼續努力，在大時代內透過教會，努力作出貢獻。（講道全文於本期

通訊首頁）

邢院長在作校務簡報時，提及崇基神學院創校於 1963年，並於 1968年改組成為中文大學的學術單位，
確立了公立大學下的神學教育體制。隨著時代的發展，如何在大學體制下緊守神學教育的使命，成為當

前最大的挑戰。他邀請大家繼續如以往般支持神學院發展，並提及其任期將至，請大家為遴選下任院長

而切切代禱。隨後，由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傳道部長許開明牧師、校董侯運輝先生、勞啟明先生及方永

平教授頒發獎學金予各得獎人。

是次所得奉獻將撥入「崇基神學教育基金」，以作將來增聘請全職老師之用。最後，由蘇成溢牧師祝福

及差遣各來賓。感恩崇拜結束後師生、校友和嘉賓移步教職員聯誼歡聚。晚宴筵開 26枱，座無虛席。

本院經過神學院遴選委員會的甄選與接見，現推薦葉菁華教授為第三任院長候選人。

葉菁華教授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先後取得社會科學學士（新聞與傳播，1989）及碩士（神道學，1995），並
於 2004年獲哈佛神學院頒授神學博士（歷史和系統神學）。2000年起負責執行獲「世界傳道會 /那打素基金」
資助的「使命實踐支援計劃」，主要出版《教會智囊》，協助教會分析社會議題並促進信仰反思。2005年起在
本院擔任助理教授，2011年由助理教授升任為副教授，並於 2016年 4月起擔任本院副院長（研究及出版）。
現時，他是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及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副社長。他的研究集中於香港基督教、當代中國

神學、田立克（Paul Tillich）的神學與社會思想。自 2013年起，葉教授受任為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義務教士。

現定於本年 3月 14日（星期四）晚上八時至九時三十分，在崇基學院神學院容啟東校長紀念樓聖堂，安排葉菁
華教授與本院各教職員、同學、校友和神學院的同行者見面，分享他的神學教育理念和抱負。歡迎出席參與。

崇基學院神學院新院長遴選委員會

講道後，邢院長介紹新生及由校董林津牧師為新生祈禱。在介紹學位和文憑課程畢業班同學及頒授證書

後，學位課程畢業生代表彭淑怡同學（18MDiv）和文憑課程畢業生代表樊淑葵同學（基督教生命教育
文憑課程）分別代表各畢業同學致辭，對母校表示感謝（刊登於本期通訊，頁 16-17）。致辭後，由崇
基神學院第一屆學位課程畢業生李鼎新牧師（68BTh），為畢業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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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月 12月 13日，天主教中華聖母修女會醫療財團
法人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陳美惠院長和本院邢福增院

長簽署「臨床牧靈關懷教育合作備忘錄」。在長榮大

學吳慈恩教授和本院教牧事工部主任王家輝牧師的聯

繫下，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決定給予本院學生在臨床

教牧關顧教育（CPE）的指導。

神學教育並不是單單傳授學術知識，更加需要有具體

的實踐和反省。CPE正好提供一個真實的平台讓神學
生進行牧養學習和反省，在關懷病者之餘亦能夠令學

生有更深入的自我認識，是寶貴的學習經驗。本院跟

聖馬爾定醫院具有正式的合作關係後，中國內地學生

便可以得到獲錄取在台灣修讀 CPE的證明，而他們憑
藉這些證明就有機會申請到台灣學習的簽證。這項合

作關係，讓更多學生得到幫助，也讓更多人得到適切

的關懷。

在 2017年的暑期，聖馬爾定醫院院牧部已接納本院兩
位同學修讀 CPE。其中，陸德甫同學已完成暑期密集
課程，學習過程愉快之餘也讓他本人得到很大的鼓勵。

本院有不少來自中國內地學生，對 CPE的學習有很大
的需求，一方面，內地沒有這方面的正規訓練，另一

方面，語言使用也是一大挑

戰。雖然在

香港有 CPE
的訓練，但

內地學生大

多未能以流

利的廣東話

關懷院友，與

對方溝通，限

制了他們的學

習和應用。和

聖馬爾定醫院

合使內地學生

能以他們較熟

悉及相近的語

言與關懷對象

溝通。

伯特利神學院（下稱伯神）與本院共同邀請了來自英

國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Chester）的著名實踐神學
學 者 Canon Prof. Elaine Graham (Grosvenor Research 
Professor of Practical Theology) ，分別於 1月 23日晚
上及 1月 24日下午於本院主講兩場研討會，主題分別
為「婦女神學與實踐神學」及「公共神學」，由黃慧

賢博士和關瑞文教授主持。此外，她也到本院與英國

劍橋神學聯盟 Cambridge Theological Federation、英國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合辦的實踐神學專業博士課程
（Professional Doctorate in Practical Theology）學生之
研究場所參觀，從而更瞭解香港如何將實踐神學結合

於專業實踐當中。1月 26日，她於伯神主講一場主題
為「相信但不相干」的研討會。

副院長關瑞文教授和葉菁華教授、葉漢浩教授、王珏

博士、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哲學博士生陳曉君同學及哲

學碩士生韓樂憫同學均有陪同 Prof. Elaine Graham參
觀中文大學校園及本院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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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王家輝牧師
主席：邵倩文姑娘
司琴：陳菀琪同學

一月份的週一加油站於今天（1月 28日）舉行，超
過 30位教牧同工出席。 參加者在幽靜校園步行默想， 
享受上主創造之美善，也在本院助理校牧邵倩文姑娘的

帶領下舒展身心。崇拜由邵倩文姑娘擔任主席，王家輝

牧師擔任證道，於本院聖堂舉行。三位校友劉瑞玲宣教

師、劉捷宣教師及陳淑琳宣教師負責朗讀經課：耶利米

書 1:4-10、哥林多前書 8:1-13、路加福音 4:21-30，後
由本院教牧事工部主任王家輝牧師證道。王牧師講述經

文中耶利米蒙上帝揀選為先知，但他擔心自己年輕未能

勝任而推卻；然而，上帝卻讓耶利米擔此重任，成為祂

的代言人。先知身處之時代，人人貪圖不義之財，甚至

祭司先知亦行事虛假。先知誓要成為主流聲音以外的一

股力量，除去虛假的平安（這是拔出、拆毀、毀壞、

傾覆的工作）。誠如舊約聖經學者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在其著《先知式想像》中提出，以「先
知意識」（prophetic consciousness）來抗衡「皇家意識」
（royal consciousness）。皇家意識所追求是表面的穩定
局面，而少提對上帝的信靠；先知則喚醒百姓要面對自

己的過錯，絕對順服上主的主權（這是建立、栽植的工

作）。王牧師盼望信徒也能成為上主在今時的代言人，

回應上主的呼召，為我們的城市想象能夠真正實現上主

主權的未來。

講員：龔立人教授
主席：王家輝牧師
司琴：蕭藹琦同學

2018年 11月 26日的「週一加油站」聚會因天雨關係，
改於本院容啟東校長紀念樓小聖堂作個人靜思默想， 
由邵倩文姑娘帶領大家透過詩歌讓心靈得安歇，享受與

主親近之時刻。及後，大家聚集於聖堂一起敬拜上主，

由王家輝牧師主持。首先，劉捷宣教師、萬淑群傳道和

陳淑琳宣教師分別朗讀三節經課包括：耶利米書 33:14-
16、帖撒羅尼迦前 3:9-13、路加福音 21:25-36。

從「頭耷耷」到昂首挺身

崇拜由本院副教授龔立人證道，講題為：「從頭耷耷到

昂首挺身」，參加教牧同工等超過 30人。講道中，龔教
授提醒大家雖然香港並沒有戰爭和天災，但很多人仍居

住在貧窮線下；數以十萬計的人住在「劏房」；被性騷

擾者公開所涉基督教機構名字，被指摘為攪事； 佔中九
人被檢控時，政府拒絕就佔中進行調查報告；政府又決

意推行「明日大嶼」計劃，妄顧生態公義；在這樣的社

會環境下，龔教授提醒大家要「昂首挺胸」，不是證明

自己有打不死的精神，理想比人高，而是為那些生活在

艱難的人、在不公義中的人、在被排斥的人，讓他們也

可以「昂首挺胸」。在種種不公義的事件中，他鼓勵大

家不要退縮和自保，應「昂首挺胸」地保護和鼓勵他人，

並為他們爭取當得的尊嚴和公道。這是良知、人的責任，

也是耶穌的生命。他在將臨期的第一週，鼓勵大家不要

「頭耷耷」，應昂首挺胸，也挺身昂首地離開禮拜堂，

又能昂首挺胸地生活並幫助人如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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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學生及校友旁聽文憑課程優惠

網上旁聽報名表格：

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3510946

各位好！我是Esther，優質生命教育中心的新同事，2018年神道學碩士（MDiv）畢業生。

感謝上主帶領，讓我在神學院工作。

讀MDiv前是一位自由音樂導師，游走在各大琴行、音樂中心、教會、NGO，和不同年
齡、不同個性的學生、家長溝通。音樂，是我相對比較熟悉的範疇。

離開自己的comfort zone，中心的工作對我來說是全新的體驗：聯絡各個宗教、教育團體
負責人、聯絡人，籌辦各項活動，以及籌備活動的行政工作等，都是我所面對的挑戰。

感謝上主，讓我能在各項工作中繼續學習。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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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課程畢業生代表

基督教生命教育文憑課程

樊淑葵

蒲牧師、校長、院長、各
位嘉賓、各位老師、各

位同學：

大家好，我是基督教生
命教育文憑課程學生樊

淑葵。很

榮幸今天可以在畢業典
禮上，以畢業生代表的

身分，向

大家說出感謝說話！

首先，感謝我們偉大的
上帝，上帝讓我們有機

會讀到此

課程。報讀此課程前，
剛剛是我至愛的弟弟逝

世，本人

正思索很多人生及生命
的問題，此課程未必給

我答案，

但讓我對上帝創造之萬
物生命，有更深及另一

番體會。

然後，感謝用心教導我
們的導師們。記得讀第

一科時，

是由關俊棠神父教導，
他宣揚大愛精神，他努

力把自己

的知識去教授別人，從
不放棄，實在令我感到

慚愧，也

令我真正看到為師者應
有素養。曾經有一段時

間，同學

因各自問題，相繼退出
課程，導師鼓勵大家不

要放棄，更自責擔心教
得不好，留不住同學，

從這件事我已看到導師
對學生的愛護，他對每

一個學生的重視，是一
個影響生命的好見

證；又記得有一位導師
因為同學要求，特別開

設同學希望學習的課程
，事實上，每個導師

都非常忙碌，若特別再
開一課時，相信加倍辛

苦，導師看重學生的需
要，配合學生的學習

興趣，讓我看到一個活
生生的生命教育。事實

上，教導此課程的每一
個導師都是很值得

敬佩的，他們對生命教
育有很深入的認識，對

生命教育更非常執著，
很值得我們效法的。

最後，要感謝是一班對
生命教育渴求的同學，

記得一起往鹽田梓露營
時，大家認識不深，

但大家能互相合作完成
生火、煮飯及清潔，過

程中大家沒有怨言，大
家更要在沒有「沖

涼」下一起同睡在帳幕
，相信大家在彼此包容

的學習上又很大的進步
；又記得課程中大

家分享生命故事，同學
毫不保留把自己內心的

傷痕與人分享，接著其
他同學回應及肯定，

這樣的生命交談，是很
難得，大家彼此信任，

成為伙伴，成為生命見
證。

今天我們畢業了，看似
是結束，但其實是一個

開始，因為我們也帶着
導師的期望，期望

我們把生命教育真正行
出來，讓下一代重視自

己的生命、發揮生命。
同時，我們帶著神

學院的期望，期望我們
引導青少年及學生體察

生命的價值及意義。最
重要我們帶著上帝

的期望，期望我們教導
下一代或其他人，珍惜

上帝創造的生命，活出
生命，讓每個人滿

有豐盛的人生。

最後，祝願大家得著上
帝恩典及能力為生命教

育努力奮鬥，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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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課程畢業班代表
彭淑怡 (18 MDiv)

各位來賓、親友、校董、老師、校友、同學：

大家好！我是本年度神道學碩士畢業班彭淑怡，很榮幸今天能作為畢業生在此與大家分享我們的感恩與感嘆。首先要恭喜所有畢業班同學：當通的頂你們已經通盡了，最後的 deadline你們已經守住了，今天有畢業的冠冕為你們存留。亦要恭喜一眾老師、親友，你們的辛勞守望終於見到盡頭了。記得日前出席一個聚會，遇到另一位同樣今年神學畢業的教牧同工。他問我畢業自哪間神學院，當聽到我說是「崇基」，就饒有深意地回了一句：「哦⋯⋯你哋崇基好似好鍾意諗嘢㗎喎？」聽他如此說，我便當場諗咗諗，笑笑應了句：「係咩？」這句「諗嘢」背後可能是一種不脛而走的標籤：「崇基是搞學術的」。這可能是你我自入學起、今日畢業後，多少都要背負的刻板印象。但我想著想著，發覺亦不無道理：學習思考、尋根究問，的確是我過去幾年神學學習最大得著之一。學問，不只是說這種學術得出哪年哪月教會歷史上發生過哪些大事，又或背得出某某著名神學家最精彩的論述─而是一種自我檢視的視角、一種求諸己的學問。同一議題明明眾多
神學家都講過，我為何援引這一派而不提那一派？同一段經文明明有好幾種釋經論說，我為何選
擇聽信這個、否定那個？我是如何得出我的結論的？在現有結論以外，我排除了哪些可能？論證
過程有否展示充分線索，讓有興趣追究的受眾知道從何入手？我的論述在倫理層面有何牽連或影
響，哪些人可能會得益，哪些人可能會有損？我站在甚麼位置去問這個問題，我有甚麼資格、又
有甚麼限制？因著基督教傳統之多元，這些問題就來得更加重要；而與其他學科不同，在神學學
習之中，我們問的時候，是帶著對信仰、對教會、對上主國度的委身。這種自我檢視的學問令我
發現，每一個生命處境都是複雜、獨特而充滿可能的─自幼喪父、輟學失業的抑鬱少年，面對
年邁老伴受政治迫害的婆婆，團契中總是孤立自己、但個個禮拜準時回來的小學生，兒子病逝後、
又幾次流產的母親⋯⋯

他們需要的是甚麼？他們所渴想的上主是甚麼樣的一位神？對他們而言，好訊息意味著甚麼？在
升學就業上樓結婚升職生仔的倒模人生以外，這些具體的生命處境，在慈愛的創造主裡面，還有
哪些可能？當主流意識形態向我們宣判「別無選擇」，當在位者用二元思維為不公義政策開路，
我們要問，還有哪些可能？崇基確實令我們成日諗嘢。還望我們今後不會辜負這些標籤（但亦不
受它們所限），為自己、為我們所服侍的生命、為社會、為上主國度，不要停止諗嘢，繼續發問，
容讓自己被更新改變，積極發現我們的偏執與限制。盼望在自我更新、修正的過程中，可以瞥見
那使人得自由的真理。自由、批判、大公、普世，甚至「崇基」這兩個字，又何嘗不是我們賦予
自己的標籤？它們不是不證自明的口號，亦不是各種神學申論的化妝品，而是需要我們每一位在
每個複雜而具體的實踐處境中活現出來的價值，需要透過我們在辯證張力與自我矛盾中的每個決
定來深化它們的定義。更更重要的是，它們是我們面對自我、他人、上主時，首先真誠求諸己、
問於我們自己的詰問。最後，不論我們今後在甚麼位置服侍，但願我們記得，正如過去幾年我們
在崇基所經驗到的一樣，轉化人心的工作，從來不爭朝夕，而在朝朝暮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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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介

書名：《荊冕榮光 — 香港聖公會荊冕堂五十周年堂史（1965–2015）》

作者：鍾卓芝、邢福增

系列：香港教會系列八

出版社：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內容簡介： 這是發生於荃灣德士古道荊冕堂的故事。荊冕堂是香港聖公會於荃灣地區建立
的第一個牧區，其發展見證了荃灣從鄉郊蛻變為衛星城市的變遷。隨着時代演

進，新型屋苑及大型商場紛紛落成，與舊式樓宇及工廈並存，呈現出經歷新舊

交替的社區面貌。昔日在工業新區服事基層市民的荊冕堂牧區與時俱進，歷經

變革，現已建立為結合堂校及社會服務、關顧全人、提供多元化服務的牧區。

十多年前建立的聖堂，不僅是建築物的重建，更是使命的更新。在這一切「新」

的人與事背後，如何建立教會─基督的身體─這個既古老又真實的使命，仍然

是荊冕堂需要不斷迎向的挑戰。

由本院教牧事工部主辦的第十二屆牧養研討會2018於10月23至24日於香港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舉行，主題：「聖經
教導．下一里路」，超過70人參加研討會。

本院教牧事工部由2017年5月起，開展一項名為「聖經教導．教會教育」的研究計劃，內容是研究本地華人教會的
聖經教導事工，旨在提高聖經教導事工在教會內推行的效益。研究的成果，希望能夠成為教會策劃培育事工時的參

考及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本院副院長葉菁華教授致歡迎辭和祈禱後，由本院教牧事工部研究主任藍志揚博士發

佈：「聖經教導．教會教育」的研究報告。

書名：《田野萬象 ─ 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報告》

主編：高師寧

系列：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叢書第八種

出版社：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內容簡介： 1980年代初的「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變遷，中國基督
教不但迅速復蘇，而且有了引人注目的發展，成為國內文化界、思想界、學界、

政界甚至國際宗教界和學術界共同關注的議題。本報告旨在通過專業（主要是

社會學和人類學等）的學者，進行深入的田野調查，在實證材料的基礎上進行

總結，儘量客觀地、真實地、深入地呈現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六十餘年來，特別

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發展面貌。本書作者更闡述了基督教在中國 1949年
之後的發展簡史和學界對之研究的現狀，讓讀者對當今中國基督教有儘量全面

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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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行蹤

老師消息

2018年 11月 22至 24日，邢福增教授應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請，出席「五四運動與中國宗教」國際學
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12 月 10日，邢教授應台灣基督教長榮大學神學系邀請，主講神學圓桌會議後，與神學系所同工交流。12月 12日，
邢教授到訪台南神學院，與王崇堯院長及師生交流。12月 13日，邢教授赴嘉義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簽訂臨床牧關
教育合作備忘錄。12月 14至 15日，邢教授轉赴高雄，應聖光神學院邀請，任 2018年學術講座講員，主講兩場關
於中國基督教的公開講座。

2019年 3月 23至 27日，邢教授應美國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邀請，出席「華人社會中的基督徒社會行
動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邢福增教授獲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 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 撥款資助其研究計劃“A Study of Hong Kong Christian 
Schools in the 1967 Riots”。

王曉靜博士

1. 10月 12-13日，王曉靜博士到香港浸會大學出席並主持研討會「中西文化交流與基督教在華發展史：英華書院
創校二百年紀念學術會議」。

2. 11月 8日至 11日，王博士到暨南大學出席「全球化視野下的基督宗教東傳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Chinese Churches, Christian Missions and the Abrogation of Unequal Treaties in the 1920s”。11月 16-18日，
她到廈門大學 出席並主持「一帶一路與海洋人類學」學術研討會 。

3. 12月 6-8日，她於香港中文大學主持「第九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國際年青學者研討會」。12月 7至 8日，
她到香港浸會大學出席「中國現代教育及其影響：歷史與哲學的探討」國際學術研討會，並擔任評議人。

王珏博士

11月 17-21，王珏博士到美國出席 2018 聖經文學會學會年會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8 Annual Meeting )，
會議期間她在少數批判和聖經詮釋環節發表論文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d the Bible”

黃慧賢博士

1. 黃慧賢博士出席 2018年 11月 17至 20日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舉行之美國宗教學術會議（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並在中國基督教研討會中發表論文，題目為：〈廣州的基督教婦女群體：婦女工作之跨國合作
(1872-1938)〉。

2. 2019年 1月 27日至 30日，黃慧賢博士出席在泰國清邁由美國長老會舉辦之世界差傳亞太諮詢會議。

王國雄牧師重遊母校

10月26日，美國浸信會國際事工部一眾同工，包括東南亞區 
總監陳慎禮牧師夫婦（81BA, 88MDiv），環球華人宣教主任
吳茂森先生及李美瑢牧師，以及「五餅二魚國際基金會」創辦

人之一王國雄牧師（68BTh）夫婦，來訪本院。

王國雄牧師是崇基神學院第一屆畢業生，際此畢業五十年，

也是他自美國浸信會國際事工部榮休的日子，本院特別向 
王牧師頒發1968畢業校友證書，及送贈耶穌為門徒洗腳雕
像，為他五十年來忠心事主而獻上感恩。同時，王牧師也在

神學院聖堂水池獻石。他們一行在本院交流及參觀後，出席

了崇基學院67周年校慶感恩崇拜。下午各人往沙田與崇基神
學組榮休主任陳佐才法政牧師午饍，分享昔日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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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賀

哀　　悼

神學院通訊　　督印人：邢福增教授　　總編輯：李均熊博士　　執行編輯：李廣平小姐 
如有重複郵寄問題或需要更改通訊地址，請即通知本院 Design by CA Design

老師消息（續）

葉漢浩教授

葉教授獲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 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撥款資助其研究計劃“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Using Pattern of Christians in Hong Kong regarding Biblical Interpretations in the Big Data Era”。

白德培教授

1. 2018年 11月 15日，白德培教授在內地和來自波士頓研究全球基督教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的 Todd Johnson安排了半天會議，與一些學者討論中國和香港基督教。

2. 2018年 12月 10至 14日，白德培牧師在肯亞 Egerton University任客座老師，他主持一個公開講座名為：「基督、
中國與非洲」。

3. Global Network of Research Centers for Theology, Religious and Christian Studies這個全球網絡旨在為博士生及
博 士後學者建立一個學術交流的平台，使研究議題能夠獲得多邊討論。2009年，該網絡的成員曾於德國海德
堡舉行會議，並簽署備忘錄。第三次會議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舉行，會議主題為「宗教與家庭」。

共 22人參與。於今年 1月 17-20日。白德培教授在以上會議中發表文章：“The Christian community as family: 
Strengths and dangers of the family paradigm of Christianity in the Chinese context”。會議後，他帶領十位學者往
上海復旦大學，同儕大學及華東師範大學。

4. 他又前往泰國清邁出席 2019年 1月 27日至 30日由美國長老會舉辦之世界差傳亞太諮詢會議。

1. 龐君華牧師（92BD, 00MTheol）獲選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新任會督。2月22日，龐牧師在台北衞理福音園舉行
的第五十六屆年議會的第一次會議上獲選。他於1999年開始投入牧職事奉，2001年在城中教會牧會至今，也是
衞理公會的現任牧職會長。

2. 基督教基甸生命堂於2019年1月1日，在本院聖堂舉行李孝英傳道（04BD）之按牧典禮。李孝英傳道由2011年起
於基督教基甸生命堂事奉至今。

2. 吳柏池（16MTheol）於2月27日在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獲生命樹宣教網絡按立為牧師。

願上主保守各人的事奉。

1. 崇基學院第四屆龐萬倫基督教與中國文化講座講員沈清松教授，於 2018年 11月 14日於多倫多息勞歸主。沈教
授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李氏中國哲學及文化講座教授，學貫中西，精研中西哲學。其講座專書《對他者的慷慨 : 
從外推精神看中華文化與基督宗教》於 2004年出版。本院對沈教授的離世，深表惋惜，願上主安慰他的家人。

2. 陳潔怡（11MDiv）的母親陳霍秀金於 1月 9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已於同月 20日晚在香港殯儀館舉行。

3. 客席老師陳榮超博士的父親陳慶扶先生於 2月 19日安息主懷，享年 88歲。其安息禮拜於 3月 1日在美國
Portland, Oregon舉行。

4. 羅素琴女士（1925-2019）於美國西岸時間 2019年 2月 21日早上安息主懷，享年 93歲。她是崇基學院牟路
思怡圖書館前館長，崇基學院前院長沈宣仁教授的夫人。本院校友胡露茜博士（88BD）約兩年前曾往美國探
訪羅女士，當時她行動不便，需要使用助行器。根據胡老師轉述，她心中仍很掛念沈宣仁教授，也惦記着香港

和崇基神學院眾師生。沈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宗教系教授，於 2004年 8月 5日在美國克利蒙
（Claremont）住所安息主懷，享年 73歲。

5. 吳業立（09MACS）的母親吳麥少媚女士已主懷安息，已於 2月 27日在香港浸信教會舉行安息禮拜。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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