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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教育普及化是香港教會必須面對
事實，也是無法逆轉的時代趨勢。傳統的
「『聖』職」與「『平』信徒」二分觀
念，事實上已無法再適切地回應教會的需
要。正如使徒保羅指出：「他所賜的有使
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者和教
師，為要裝備聖徒，做事奉的工作，建立
基督的身體」（以弗所書四11-12），意思
是，不同的恩賜與職份，都要去裝備上帝
所有的子民為祂工作。每位基督徒，都是
被召的「聖徒」，而不是次等的「平」信徒。不同的聖徒，發揮各自恩賜，共同建立教會，
就是基督的身體。

崇基學院神學院的教學使命，除了為教會教牧人員提供適切時代需要的神學訓練外，也
一直沒有或忘如何裝備聖徒的責任。早於一九七四年，崇基神學組便透過當時的中文大學
校外進修部開辦神學科目，到一九八六年更提昇為「神學證書課程」（二○○六易名「神
學文憑課程」，並增設「神學高等文憑課程」）。二○○九年起，本院先後開辦「聖經研究
文憑」、「聖經研究高等文憑」、「聖經研究基礎文憑」、「基督教與中國文憑」及「基督
教生命教育文憑」等課程。為了更好地回應「信徒皆祭司」的呼聲，二○一八年，本院再次
重整各課程，並開設「基督教思想及實踐證書」及「基督教思想及實踐文憑」課程供信徒選
讀。我們的信念是：希望回應此時此地華人教會的挑戰，為基督徒提供既忠於信仰傳統，又
能適切地與時代對話的普及神學教育。

今屆共有15位畢業同學，他們雖然具有不同的教會及社會背景，但卻願意在各自的領域
與職場內實踐信仰，並委身教會事奉。這本《燃燈集》承載了每位畢業同學的心聲，也有本
院老師的鼓勵分享。經過忙碌與充滿張力的學習，他們完成了裝備。神學知識不是為了炫耀
自己，反倒是提醒我們，要效法主耶穌基督的生命，虛己服事，燃點自己的生命，為這世代
發光。

至今我們仍不明白，為何主耶穌竟然會將建立祂的身體（即教會）的重責，交給我們這
群不完美的罪人，但教會歷史卻有力地作出見證：歷代聖徒（不僅是聖品牧職人士，也包括
眾多信徒）既領受恩賜，接受裝備，便在不同的崗位上，彼此配搭，一起建立教會、拓展天
國。

與諸位畢業同學互勉﹗
	 	 	 	 	 	 	 	 	 	 主僕

邢福增教授
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二○一八年十一月三日

院長的話



 

祝「福」你們
神學學習本沒有分全時間或部份時間的，因為生命就應該是

一個神學反思的旅程。看見很多同學在全日工作後仍在晚上努力
的進修神學，這本已是一個十分「神性」的舉動。再看見同學在
課堂中的認真及論文的質素，實在令我對每位在文憑或高級文憑
畢業的同學加倍欣賞。我盼望你們能繼續這顆對認識上主及衪聖
言的熱心，同時在生命中不斷實踐你們所學到的，正如路加福音
11:28	 耶穌卻說：「更有福的是聽見神的道而遵守的人！」願你
們生命因聽道與遵行衪的道而大大得福。

感謝主把我們彼此原本毫不相干的生命，藉著祂被連繫起
來；更難得的是，在信仰的尋問中我們被圈在一起，或許因為課
節不多，能與你們相聚的每一堂課我都非常珍惜。恭賀各位畢業
同學，願你們曉得神學教育不是純粹知識、技巧的學習，而是讓
我們更能夠與人同行。當世界用它的標準來定義人生時，神學訓
練給我們屬天的眼光，看重生命的價值、看見貧乏人的需要，在
人群中活出愛鄰如己的信仰。願你們的生命都可以成為鄰舍的祝
福。

讀神學，某程度上與讀其他科相似，都是在做學問。學問兩個
字，包括「學」和「問」。文憑課程的學生，那種好學的程度每年
都令我深深感動，而今年最特別、令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們勇
於熱烈地發問。甚至有位同學告訴我，她從前上課就是上課，很少
發問，今次上課，她很享受發問，從她的笑容，我看見一種美麗的
光彩。對於畢業的同學，我希望在將來的求真路上再遇上你、妳、
你們。

「那時，晨星一同歌唱；
上帝的眾使者也都歡呼。」
(約伯記38：7)
恭喜文憑課程畢業同學，為你們感恩！要兼顧工作及功課的日

子，真的不容易。
感謝你們在課堂中的分享，使我也得益不少。能與你們在生命

中相遇，也是恩典。
願苦難及惡事遠離你們！願上主賜你們平安，使你們的人生更

完美！

老師贈言

葉漢浩教授

信徒神學及生命培育部主任

歐偉民博士

周柬妮博士

劉耀生博士



2017-2018年度畢業生名單

聖經研究高等文憑課程 2017-2018

姓名 性別 教會

黃錦輝 男 聖公會

聖經研究文憑課程 2017-2018

姓名 性別 教會

陳智欣 男 聖公會基愛堂

陳淑芳 女 宣道會美孚堂

鄒立綱 男 中國佈道會深水埔迦南堂

鍾桂好 女 宣道會國語堂

梁宇添 男 耀東浸信會

陸月琼 女 救世軍卜維廉隊

黃富華 男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基督教生命教育文憑課程 2017-2018

姓名 性別 教會

張瑞美 女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蔡開瑛 女 中華傳道會盛福堂

樊淑葵 女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九龍堂

劉蔚莉 女 學基浸信會

李國強 男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曾美娟 女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

王婉薇 女 聖約教會聖樂堂

是帶著喜悅完成「基督教研究證
書課程」和「聖經研究高等文憑」，
還是因未能入讀碩士而帶著遺憾地離
去？在此還是要感謝老師和同學們信
仰上的分享。期間，不僅是對基督教
和聖經認識多了一點，更重要的是在
信仰上加添了一份思考並使生活帶有
一些苦澀的沖擊，信仰在跟隨上帝的
同時還是要向牧者或學者學習？

而當老師們分享如何詮釋聖經和
而牧者啟示神的同時，「基督教」展現的信仰便不是停留在口號，而是從行動影響身邊人
的生活態度。

聖經研究高等文憑畢業生感言

黃錦輝



 

聖經研究文憑畢業生感言

回想剛進入崇基晚間課程的時候，
期望在神學知識上有更多學習和得著，
但神卻是拆毀及重建我的信仰框架，不
單讓我擴闊神學知識，還帶領我從嶄新
的角度反思信仰。衷心感謝每位老師悉
心的教導及教牧同工、主內兄姊們的鼓
勵，最後亦要感謝太太和子女們背後一
直默默支持我走全職事奉的工作。相信
畢業並不是追求真理的完結，乃是基督
給我另一個生命成長的開始。阿們

聖經有道，基督的話是寶劍，裝
備自己是基督徒的責任。感謝主給我
深入認識祂的機會，在崇基神學院學
習祂的道，修讀文憑課程。

在這兩年期間，我因為擁有美國
綠卡身份，每半年必定要返美國入
境，甚至曾被海關人員問我為何留在
香港時間比美國長，我就含糊回答，
暫時有思鄉病，遲些會適應。

感謝崇基學院神學院老師们的教
導，使我更明白主的心意。

詩人說，要榮耀神。「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和世界你
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上帝。」（詩90: 1 - 2）當他心中湧出美辭時，他就説：「
神啊！祢你的寶座是永永遠遠的。」（詩45: 6）

「感謝親愛的天父，因為我還沒有出生前，你已眷顧了我，致使我可以永遠信靠你，
我願意永遠追隨你。」

基督信仰給人最震撼的地方，就是她直接挑戰每
一個人的人性。基督教作一個有千年歷史的宗教，她
對人生的問題必然有其獨特回應。我一直都尋找基督
信仰對我們人生的回應。我自2016年報讀崇基學院神
學院聖經研究文憑後，找到很多有關人生問題的回
應，亦同時發現更多有關人生和神學的問題。這個課
程開闊了我的眼界，原來聖經和神學的大海是如此
廣闊，原來我一直以來所知道的都只是一個小水潭
而已。這個課程能助我深化信仰，繼續行走天路。

陳智欣

陳淑芳

鄒立綱



被崇基學院神學院聖經研究文憑課程設計
所吸引，與自己意願相符，且申請報讀手續簡
便，便毅然遞交報名表。二年的學習，不經覺
時間飛逝。老師們授課認真，建基於研讀聖經
文本，重於反思信仰，導引實踐信仰的生命。
老師們身教言教，實踐信仰的生命見證，卻又
盡顯無遺。每課堂都聽得津津樂道，那來倦
意；誠然被開拓思維，狹隘視野被擴展，得著
高於所期盼，過於所渴想。感謝各位老師！

同學們同路又同行，研習交流，互相激勵，
同嘗研習的成果。感謝上主賜予良師益友!

能完成課程學習,箇中經歷上主的深恩，感謝上主！榮耀歸神！

冀望往後勤於研讀聖經，慎於反思信仰，活出實踐信仰的生命!

某天收到牧師關於聖經研究課程的簡介資料，思前想
後，又與我的太太商量之後，我毅然決定去報到這個兩年的
聖經課程。

我在教會長大，年紀越大就越對聖經有濃厚興趣。我在
聖經裏有很多看不明的迷思，於是常在網上尋找資料去解
讀，但是一個看不明的經文，可能有十個答案，心想解讀聖
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一直都很想去報讀一些聖經研
究的課程，去讓自己更明白聖經的真理。

在這兩年的聖經研究課程裏，真是獲益良多，讓我能夠
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聖經的話語，再不是人云亦云，又讓我
能對信仰去作出更深入的反思。

現在回想這參與兩年的課程實在得來不易，因為工作忙
碌，返屋企又要去陪我的活潑好動的孩子，我實在是覺得是
陶出剩餘的精力去讀書，再者每一個課程完結時都要交一份功課，身心疲乏，有時想放棄交
功課，畢不了業也算吧，但最終也堅持著。

最後感謝神讓我能夠在地上去研讀你的話語並能夠最順利地畢業，希望能將在課程中學
到的東西能夠在教會去服事。

鍾桂好

梁宇添



基督教生命教育文憑畢業生感言

基督教生命教育文憑課程，讓我再思：

自己	-	珍惜自己生命，認識自己生命的意義，認識如何統
整自我的人生，從而發揮自己生命的價值。

他人	-	珍惜與他人關係，認識他人生命與自己生命彼此影
響、彼此契合，從而學習尊重他人和造就別人。

環境	-	珍惜四周環境，認識大自然之奇妙，欣賞大自然之
美麗，從而明白造物主創造的心意，作好管家的職分。

上帝	-	珍惜與上帝關係，認識上帝的慈愛，學習依靠上帝
滋養自己生命，從而成為祝福的生命。

心靈起動、感恩沿途有你

「Life education is not to teach, 
not to coach, but to reach and to touch。
生命教育不是一種教導，也不是
一種訓練，而是真實的碰觸孩子
心靈的需要，然後去感動和影響
他們。」

透過兩年的學習更新以往我
對生命教育的限制，不是以活動
或是某些人的專業，反而是以生
命去「感動和影響」所接觸的人和世界。感恩兩年的學習啟發心靈令自己更敏銳個人的內在
需要，要善待自己以致有空間去理解別人的感受和需要。

感恩沿途有一群同路人一起繼續燃點生命感染世界。阿門。

樊淑葵

曾美娟

神學課程畢業不是結束，是人生另一旅途的開始。
盼望沿途有主與您們同行。

如欲了解更多
文憑課程，可
到我們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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