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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邢院長邀請我擔任今日畢業禮的講員。36 年前以畢業生的身分在這裏參加畢業禮，今

日將近退休的時候，很榮幸竟能擔任講員。懷著感恩的心回來作為一個回饋，感謝神學組

所給予我的，以致我能在過去 36 年的日子中可以事奉上帝。有好的開始，也有完美的結束。

今日能來到這裏與大家分享，我相信都是上帝美好的安排。每年神學日時，我都較難參加，

因為我擔任兩間中學的校監，通常學校都會選擇十一月的第一和第二個星期六舉行畢業禮

或是校祖日（Founders’ Day），所以都不能出席神學日。在邢院長還未邀請我為講員前，

其中一間我剛辭去校監職務的學校，他們也邀請我作主禮嘉賓。不過，我以為今日神學日

也可能是邢院長的就職禮，我應該參加，所以推卻了他們的邀請，怎料原來就職禮另安排

了日期，所以我原以為今日只是擔當校董甚或是作為一名參加者出席今日的神學日。能接

受大家的邀請為講員，除了一份榮幸外，相信是上帝美好的安排。

我的講題是「在十字路口上作牧者」，意念是來自我在個多月前撰寫一封給自己會友的牧函；

「位於十字路口的教會」。那封牧函，本來只是寫給循道衞理會的會友，但想不到，甚至

是大部份教會會友還未收到，已在互聯網透過不同方式，例如 Facebook 和 Whatsapp 等傳

開。不單在信徒中，也在未信主的人中。因為這樣，將我放在一個我不願意的處境當中，

好像是這場佔領運動的基督教的發言人那樣。本來想做局外人，但變成了局內人。

我經常向我的教友說：我不想做一些太 outspoken 的角色。我有一個座右銘，是一間禮拜

堂的電話號碼，這個號碼除去頭的 2 字，是 5708709，即「唔出來八，唔出來滾」。所以

我不想做這樣角色。但越不想，上帝就越將你放在你不願意的地方。不過，上帝恩典往往

就在你覺得應該去做，但卻沒有能力去做的當中顯示出來。

袁天佑牧師
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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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我自己後來再多次看看信的內容，發現其實當中沒有什麼深的神學。有一

位好友曾對這封信作出這樣的意見：“no jargons, no flowery language, nothing too 

profound... this is a pastoral letter that every pastor should, even any Christian could 

write, or at least every Christian would be able to comprehend. But we lack this kind 

of voice across churches in Hong Kong and around the world.”我相信因他是我朋友，

所以作出過份的誇賞而已。不過為什麼人會覺得很特別呢？我相信原因不是信的內

容，而是香港的教會從沒有遇上今天的困難。而我能受訓於崇基神學院，又在循道

衞理教會事奉，所以僥倖在這困難中能為我提供一些幫助，以致我能與大家分享。

教會一向所傳講的信息，多指不談政治，所以當今天教會遇上這從未遇上的困境時，

就好像人走在十字路口上，不知何去何從！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我寫牧函時，用了「位於十字路口的教會」，除了因為我所事

奉的教會在地理位置上是在路的交界點，路的分义點外，也相信今天教會同是在十

字路口上，應怎走下去呢？

今次政改的問題，帶來社會的撕裂，當然也影響教會。教會及信徒間都有不同意見，

甚至彼此批評。我的教會都有這事發生。看來這並不好，但我反而從積極角度去看，

可能這事帶給香港和教會是祝福而不是咒詛，因為香港人，特別是年青一輩，能醒

覺對自己和社會的責任。我相信教會亦可從這事件中檢視教會與社會和政治的關

係。

教會在十字路口上，遇到挑戰，讓教會去反思成長，這是好事。同樣，我們作為牧

者，能常常有機會站在十字路上，反思我們自己的牧養工作，也是一件美事。因為

我們每日除了被教會中的行政事務包圍外，我們都是每日每週做重複的事，探訪，

講道，飲宴等等，當然這些都要作，包括飲宴（因為基督教也是一個飲食的宗教，

耶穌也這樣教導我們！）不過除此以外，還有甚麼，究竟我們的牧職是甚麼呢？

我今日選了三段經文，三段經文都在我過去和現在的牧職事奉中，使我得着幫助。

第一段是約書亞記 24 章 14 至 15 節。三十多年前當我在神學組學習時，當時的神

學組主任在一次崇拜中引用這段經文，所以今天我也引用這段經文。

經文記載約書亞帶領以色列進入迦南，在他將要完成他的工作離世時對以色列人所

吩咐的話。在離開工作崗位，只需吩咐仍留在的人怎樣做已足夠，但約書亞仍然很

肯定的分享自己的抉擇，他說：「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我相信，

這不單是約書亞在最後的日子的抉擇，也是他蒙上主呼召後一生不斷的抉擇。「究

竟我們要事奉在大河那邊和在埃及事奉的神明」，抑或事奉耶和華呢？

其實這問題，也是由我們選擇事奉道路開始，都要一生問自己的問題。三十多年的

事奉日子中，其實都有些時間，感到疲乏，失望沮喪，都會想到放棄。

我記得在事奉的第二年，發現工作好像都不是自己想做的，因為擔負了很多文書上

的工作。我又曾經在事奉中，遇到困難挫折。在那時刻，都令自己想放棄。但這段

經文在這些時刻中都能幫助我。

第二段經文是馬太福音 25 章 31 至 40 節，都是大家所熟悉的經文，提醒我們一個

很重要的教會的牧養工作，就是給最小的一杯涼水。

或許我們都會覺得教會的慈惠工作，通常都能達成這使命。但我深信耶穌所期望的，

不只是慈惠工作，更是要提醒我們，在我們牧養工作上，很可能會忽略一個無權無

勢的人，他們所需要的，不只是一杯水，但更重要的是為甚麼他連一杯水也沒有呢？

而也值得我們去反思的，教會會否成為了造成這人連一杯水也沒有的支持者？當教

會或牧者更多站在有權力或是富裕的人的一邊時，往往就不敢說話，會很容易成為

壓制貧窮和無權者的幫兇。

在這次佔領運動當中，我有機會與不同的牧者交換大家不同的看法。真的有些我是

極不同意的。其中一位來自一間大教會的牧者，他在 Whatsapp 通訊群組中這樣分

享：「我相信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包袱，有權力的人要放下權力並不容易，只是

沒有權力的要求他人放下卻很容易。我很欣賞年輕人有理想，不過，年輕人在被我

們包容的同時，是否有人可以提醒他們一些需要留意的地方。政府是否真的沒有聆

聽，沒有釋出善意？又是否有人了解政府呢？」有權力的不易放下，就讓沒有權力

的放下吧！我只要給這些人一杯涼水。或許就是這樣，這些教會增長也快，因為不

涉及人人覺得不宜處理的政治問題，心靈會得着安慰。

不過，我慶幸我在一間中產和基層的教會服侍，而不是甚麼 mega church，這是我的 

選擇。

第三段經文是我最近反覆思想的，就是羅馬書 14 章 17 節：「因為上帝的國不在乎

飲食，而在乎公義、和平及聖靈中的喜樂。」

這節經文第一句就提醒我們，就好像耶穌所說的：「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人生

和社會不只是食物或是經濟，但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特首就是看重經濟價值，而今

天我們的畢業生，將會加入沒有「經濟貢獻」的群組當中。不過，我們肯定，社會

中還有更重要的核心價值。在社會和教會中，上帝要我們去作的，不是維持教會的

運作，有奉獻，有活動，而是能在教會與社會中伸張公義，但又在公義中成為和睦

和平之子。

今日是我們牧職生涯中最困難，也是最具挑戰的時刻。在佔領行動尚未發生前，有

教牧同工和信徒領袖曾發表一篇關懷香港的牧函，提出幾句口號：「以仁愛寬容消

弭紛爭，以謙卑憐憫擁抱公義，以聆聽對話建立共識。」這幾句說話，講實在容易，

怎樣去實踐實在不易，這正是我們作為教牧的挑戰，也是一生事奉要學習的功課。

經文還有最後一句：「聖靈中的喜樂。」過去一個月，常有人問我：「有沒有壓力。」

我通常的回答是：「沒有。」這都是真的，一方面，我問自己：「有沒有盡心盡力

的去做。」另一方面，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包括牧者在內，都是罪人，我們都要

敞開自己，讓公義的上帝去察驗我們，也讓聖靈帶給我們上帝赦罪的恩典和安慰，

還有聖靈給與我們生命的力量，繼續去事奉。這樣，心中就會充滿喜樂。

事奉的工作，平淡沒有更新，這會使我們失去原先事奉的心志。充滿着挑戰，好像

常站在十字路口上，會帶給我們有更新，有新的洞見。

祝願今天畢業的同學，事奉上常遇挑戰，也得着上帝給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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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信，我自己後來再多次看看信的內容，發現其實當中沒有什麼深的神學。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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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ound... this is a pastoral letter that every pastor should, even any Christian could 

write, or at least every Christian would be able to comprehend. But we lack this kind 

of voice across churches in Hong Kong and around the world.”我相信因他是我朋友，

所以作出過份的誇賞而已。不過為什麼人會覺得很特別呢？我相信原因不是信的內

容，而是香港的教會從沒有遇上今天的困難。而我能受訓於崇基神學院，又在循道

衞理教會事奉，所以僥倖在這困難中能為我提供一些幫助，以致我能與大家分享。

教會一向所傳講的信息，多指不談政治，所以當今天教會遇上這從未遇上的困境時，

就好像人走在十字路口上，不知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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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的教會在地理位置上是在路的交界點，路的分义點外，也相信今天教會同是在十

字路口上，應怎走下去呢？

今次政改的問題，帶來社會的撕裂，當然也影響教會。教會及信徒間都有不同意見，

甚至彼此批評。我的教會都有這事發生。看來這並不好，但我反而從積極角度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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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十字路口上，遇到挑戰，讓教會去反思成長，這是好事。同樣，我們作為牧

者，能常常有機會站在十字路上，反思我們自己的牧養工作，也是一件美事。因為

我們每日除了被教會中的行政事務包圍外，我們都是每日每週做重複的事，探訪，

講道，飲宴等等，當然這些都要作，包括飲宴（因為基督教也是一個飲食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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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還有最後一句：「聖靈中的喜樂。」過去一個月，常有人問我：「有沒有壓力。」

我通常的回答是：「沒有。」這都是真的，一方面，我問自己：「有沒有盡心盡力

的去做。」另一方面，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包括牧者在內，都是罪人，我們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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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攝於神學院小禮堂。

2002年，攝於香港基督徒學會辦公室。
2010年，與江大惠老師及陳慎慶（86 M.Div.）探訪前
神學組主任陳佐才法政牧師。

1995年，與（左）雷慧靈（90 M.Div.）

和（右）龍雁玲（95 M.Div.）合照。

1994年，攝於「婦女神學與華人教會研討會」。

4 5

問： 你當初為什麼會讀神學？

答： 我年輕時是聖公會基愛堂的教友，當時是受陳佐才牧師牧養，他和中華基督教會深
愛堂的郭乃弘牧師很用心栽培青年人，又鼓勵我們關心社區和學習神學；他們兩位
以及其他牧者，後來更一起舉辦平信徒暑期神學課程、推動地區教會的更新運動，
進行很多社區關懷和牧養的工作，當時我只有二十多歲，但因着他們，我讀了很多
神學文章。

	 1983年開始，我決定自費到崇基神學組攻讀神學。就讀期間，剛好也是陳佐才牧師
當神學組主任。85年，我申請到獎學金，在英國讀了一個和宣教有關的課程，從不
同種族、文化的同學身上，我得到很多啟發。期間，我更有機會到以色列「闖蕩」。自
此，我對殖民歷史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特別是對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等地區。

問： 你是如何開始參加社運和為婦女爭取權益的呢？

答：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知道，福音不是單單為了自己，也是為了我們社區的鄰舍。

	 在我讀神學的年代，香港發生了很多事，香港人面對回歸，身份轉變，民主、人權、	
自由成為了民間社會最關注的議題。那時的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包括婦女運動。這些處
境令我深深體會到，神學理論是可以應用在生活上的。

	 談到香港民主的發展，我認為女性也可以盡一分力。所以我們在1988年成立了婦女基督
徒協會，身體力行。我們主張女性也可以婦女的自身經驗和角度參與民主發展，直接推
動社會改革，當時，我們更發表了「婦女支持八八直選宣言」。

	 從2002年開始，我一直在崇基以兼職形式任教，開展了三個課程，包括「基督教與女性
主義神學」、「教會與婦女」、以及「倫理、教會與性」。在課堂上，我們有時會討論
性小眾的議題，過程相當有趣，對沒有修過這些課的同學來說也很有新鮮感，當然部分
同學也會受到很大的信仰衝擊。我並不介意有保守的同學來修課，但我希望大家來學習
時，保持開放，讓自己在一個自由的空間中思考，挑戰自己固有的看法。在這個過程中
我看到很多同學成長。他們透過接觸同性戀者、跨性別者和性
工作者，開始反思傳統教會牧養
的局限及關注這些性小眾
的權益。

	 無論大家的背景、身份、
經驗如何，上主的恩典都會
臨到，即使你不同意他們的
選擇，但亦需接納和尊重
這些朋友，讓他們的經驗
被聆聽、被分享，他們不
一定絕對是正確的，但我們
也不應該忽略他們的聲音。

— 胡露茜（88’B.D.）
在別人眼中，她是一位女性主義者；常常參與社會運動；與主流教會格格不入；有

同學上完她的第一課，搖着頭離開；也有同學上了她的課，大感振奮，獲益良多；

有人認為她離經叛道；也有人欣賞她的敢作敢為。她就是胡露茜，1988年畢業於本

院神道學學士課程。香港回歸後，她決定到美國波士頓聖公會神學院修讀教牧學博

士，專注女性主義及酷兒神學研究。1988年成立婦女基督教協會，2000至2007年

出任香港基督徒學會總幹事，活躍於社會運動，支持性小眾，現為本院兼任講師。

問： 似乎主流教會未能認同你的事工，你會如何和他們溝通，來實現你的理想？

答：	我從來都是想與教會溝通的，但是奈何機會不多。有時我和主流教會的溝通太間接，	
沒有機會和教會的會眾直接溝通。溝通是雙向的，不是單單我能夠控制的。我希望教會
不會紙上談兵。教會是否接納我，我並不太在意，我最痛心的是看見教會拒絕那些真誠
追求基督信仰的性小眾。

 我特別欣賞那些沒有放棄信仰的同志信徒，有些人因受到教會拒絕而放棄信仰，有些人
會因此去讀神學。基督沒有放棄他們，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我覺得這些都是美好
的見證。

	 每個人都像耶穌一樣，有要背負的十字架，而與性小眾同行、為他們爭取權益，是我的
十字架，也是我選擇的路。我覺得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很多人覺得我是個「威
脅」，但我覺得在這條路上，我和那些被教會離棄的朋友相遇的時候，我希望我能給他
們一些支持。我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是很廣闊的，我希望讓他們知道，他們沒有被離棄，
讓他們昂首挺胸地去走他們的路。

	 教會裏面對性小眾有不同的看法，就像對政治有不同的看法一樣，其實大家可以寬容一
點，嘗試明白不同人有不同體驗，不要着眼於對與錯。性小眾和異性戀者之間肯定是有
差異，但不一定是有對錯。我們和主立約的時候是否能想到，性小眾弟兄姐妹也是和主
立約的人，是否可以以平常心去互相關懷。

問： 作為一名女性主義者，你會如何形容女性主義神學？

答： 女性主義神學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越來越寬闊，不只是關注婦女自身的問題，也包括婦
女對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的關懷，從女性的角度，發出另類的聲音。所以女性主義的
神學也會討論解放神學，或從生態、經濟、政治、文化角度，出發看待問題。女性主義
不是一套神學，只是從眾多角度中，增加一個性別觀點和視角，對不同的議題做貢獻。

問： 你的課堂有沒有男同學？

答： 現在，越來越多男同學對女性主義神學感興趣，於是，我和他們一起思考現代社會男性
所面對的壓力和限制，廿一世紀男性要面對的壓力並不小於女性，甚至更大。有些男性
選擇或因環境使然而成為全職丈夫或全職爸爸，社會未能完全接受這種兩性角色的逆
轉，覺得他們很沒用。這種觀念對男性來說，也是種壓迫。女性主義神學不只是女性
的，也不只是給男性的。我希望女性主義神學讓所有人都能反省傳統以男權中心的文化
和制度，並意識到這些東西是如何影響着我們理解自己的性別。

	 以前有位同學，她入崇基前立願不修我的課，但最後一年了，她覺得還是想來聽聽我的
課，上完後她有很大改變。她來自傳統堂會，我理解她。如果對福音理解更多，你或許
會發現，女性主義神學，同志神學，其實不是挑戰福音本身，挑戰的是狹隘的福音。	
我們爭取讓福音重新煥發活力，但這肯定是有顛覆性的。

問： 你對崇基神學院新院長有何期望？

答： 我期盼崇基神學院的新院長，堅持學術自由、尊重多元平等、實踐全人關懷牧養的教育
理念。這需要一種敢於抗衡從上而來的壓力的勇氣，而同時又能保持開放與包容異見的
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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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整理及撰文：李廣平



1988年，攝於神學院小禮堂。

2002年，攝於香港基督徒學會辦公室。
2010年，與江大惠老師及陳慎慶（86 M.Div.）探訪前
神學組主任陳佐才法政牧師。

1995年，與（左）雷慧靈（90 M.Div.）

和（右）龍雁玲（95 M.Div.）合照。

1994年，攝於「婦女神學與華人教會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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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你當初為什麼會讀神學？

答： 我年輕時是聖公會基愛堂的教友，當時是受陳佐才牧師牧養，他和中華基督教會深
愛堂的郭乃弘牧師很用心栽培青年人，又鼓勵我們關心社區和學習神學；他們兩位
以及其他牧者，後來更一起舉辦平信徒暑期神學課程、推動地區教會的更新運動，
進行很多社區關懷和牧養的工作，當時我只有二十多歲，但因着他們，我讀了很多
神學文章。

	 1983年開始，我決定自費到崇基神學組攻讀神學。就讀期間，剛好也是陳佐才牧師
當神學組主任。85年，我申請到獎學金，在英國讀了一個和宣教有關的課程，從不
同種族、文化的同學身上，我得到很多啟發。期間，我更有機會到以色列「闖蕩」。自
此，我對殖民歷史產生了強烈的興趣，特別是對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等地區。

問： 你是如何開始參加社運和為婦女爭取權益的呢？

答：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知道，福音不是單單為了自己，也是為了我們社區的鄰舍。

	 在我讀神學的年代，香港發生了很多事，香港人面對回歸，身份轉變，民主、人權、	
自由成為了民間社會最關注的議題。那時的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包括婦女運動。這些處
境令我深深體會到，神學理論是可以應用在生活上的。

	 談到香港民主的發展，我認為女性也可以盡一分力。所以我們在1988年成立了婦女基督
徒協會，身體力行。我們主張女性也可以婦女的自身經驗和角度參與民主發展，直接推
動社會改革，當時，我們更發表了「婦女支持八八直選宣言」。

	 從2002年開始，我一直在崇基以兼職形式任教，開展了三個課程，包括「基督教與女性
主義神學」、「教會與婦女」、以及「倫理、教會與性」。在課堂上，我們有時會討論
性小眾的議題，過程相當有趣，對沒有修過這些課的同學來說也很有新鮮感，當然部分
同學也會受到很大的信仰衝擊。我並不介意有保守的同學來修課，但我希望大家來學習
時，保持開放，讓自己在一個自由的空間中思考，挑戰自己固有的看法。在這個過程中
我看到很多同學成長。他們透過接觸同性戀者、跨性別者和性
工作者，開始反思傳統教會牧養
的局限及關注這些性小眾
的權益。

	 無論大家的背景、身份、
經驗如何，上主的恩典都會
臨到，即使你不同意他們的
選擇，但亦需接納和尊重
這些朋友，讓他們的經驗
被聆聽、被分享，他們不
一定絕對是正確的，但我們
也不應該忽略他們的聲音。

— 胡露茜（88’B.D.）
在別人眼中，她是一位女性主義者；常常參與社會運動；與主流教會格格不入；有

同學上完她的第一課，搖着頭離開；也有同學上了她的課，大感振奮，獲益良多；

有人認為她離經叛道；也有人欣賞她的敢作敢為。她就是胡露茜，1988年畢業於本

院神道學學士課程。香港回歸後，她決定到美國波士頓聖公會神學院修讀教牧學博

士，專注女性主義及酷兒神學研究。1988年成立婦女基督教協會，2000至2007年

出任香港基督徒學會總幹事，活躍於社會運動，支持性小眾，現為本院兼任講師。

問： 似乎主流教會未能認同你的事工，你會如何和他們溝通，來實現你的理想？

答：	我從來都是想與教會溝通的，但是奈何機會不多。有時我和主流教會的溝通太間接，	
沒有機會和教會的會眾直接溝通。溝通是雙向的，不是單單我能夠控制的。我希望教會
不會紙上談兵。教會是否接納我，我並不太在意，我最痛心的是看見教會拒絕那些真誠
追求基督信仰的性小眾。

 我特別欣賞那些沒有放棄信仰的同志信徒，有些人因受到教會拒絕而放棄信仰，有些人
會因此去讀神學。基督沒有放棄他們，他們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我覺得這些都是美好
的見證。

	 每個人都像耶穌一樣，有要背負的十字架，而與性小眾同行、為他們爭取權益，是我的
十字架，也是我選擇的路。我覺得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很多人覺得我是個「威
脅」，但我覺得在這條路上，我和那些被教會離棄的朋友相遇的時候，我希望我能給他
們一些支持。我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是很廣闊的，我希望讓他們知道，他們沒有被離棄，
讓他們昂首挺胸地去走他們的路。

	 教會裏面對性小眾有不同的看法，就像對政治有不同的看法一樣，其實大家可以寬容一
點，嘗試明白不同人有不同體驗，不要着眼於對與錯。性小眾和異性戀者之間肯定是有
差異，但不一定是有對錯。我們和主立約的時候是否能想到，性小眾弟兄姐妹也是和主
立約的人，是否可以以平常心去互相關懷。

問： 作為一名女性主義者，你會如何形容女性主義神學？

答： 女性主義神學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越來越寬闊，不只是關注婦女自身的問題，也包括婦
女對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事情的關懷，從女性的角度，發出另類的聲音。所以女性主義的
神學也會討論解放神學，或從生態、經濟、政治、文化角度，出發看待問題。女性主義
不是一套神學，只是從眾多角度中，增加一個性別觀點和視角，對不同的議題做貢獻。

問： 你的課堂有沒有男同學？

答： 現在，越來越多男同學對女性主義神學感興趣，於是，我和他們一起思考現代社會男性
所面對的壓力和限制，廿一世紀男性要面對的壓力並不小於女性，甚至更大。有些男性
選擇或因環境使然而成為全職丈夫或全職爸爸，社會未能完全接受這種兩性角色的逆
轉，覺得他們很沒用。這種觀念對男性來說，也是種壓迫。女性主義神學不只是女性
的，也不只是給男性的。我希望女性主義神學讓所有人都能反省傳統以男權中心的文化
和制度，並意識到這些東西是如何影響着我們理解自己的性別。

	 以前有位同學，她入崇基前立願不修我的課，但最後一年了，她覺得還是想來聽聽我的
課，上完後她有很大改變。她來自傳統堂會，我理解她。如果對福音理解更多，你或許
會發現，女性主義神學，同志神學，其實不是挑戰福音本身，挑戰的是狹隘的福音。	
我們爭取讓福音重新煥發活力，但這肯定是有顛覆性的。

問： 你對崇基神學院新院長有何期望？

答： 我期盼崇基神學院的新院長，堅持學術自由、尊重多元平等、實踐全人關懷牧養的教育
理念。這需要一種敢於抗衡從上而來的壓力的勇氣，而同時又能保持開放與包容異見的
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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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應許的軌跡—耶魯學習感想 
陳劍  (M.Div. 3)

 

當談及人生的呼召和理想時，似乎卻不知從何談起。太廣袤無垠

的題目同宇宙一般讓人觸不到邊際。然而回首在神學院度過的三

年時光，上帝的帶領正是藉着那清晰的足印，勾畫出祂那重大而

測不透的偉大計劃的一絲輪廓。參加交換生計劃去到耶魯神學院

的這半年，顯然是這抽象而又具體的豐富畫卷上的點睛之筆。

從小接受從父親而來的系統繪畫訓練，加上大學時對美學、詩學

及人類學的廣泛涉獵，塑造了我對於天地萬物所懷最根本的興

趣 — 藝術（特別是視覺藝術）的向度。但是在崇基學院神學

院，這方面的資源比較缺乏。早已聽說耶魯神學院的基督教藝術有Sally M. Promey，Vasileios 

Marinis這樣的藝術方面的著名教授，而且還有一間舉世聞名的耶魯藝術博物館（Yale Art 

Gallery），後者更是早期基督教藝術的聖地，因此我已經為自己安排好相關的學習計劃， 

準備充分接受這方面的訓練。

在耶魯神學院，除了一門聖經科之外我選取了自

己夢寐以求的「基督教藝術史之關鍵時刻」一

科，還同時還選擇了「閱讀當代美國文學」的

課程。在這兩個科目中，我是唯一的一位亞裔

學生。因為這兩科對於藝術基礎知識、文藝�

文學理論有所要求，而且對於英文要求更高， 

所以一般的英語非母語同學都退縮了。但為了

研究藝術的理想，我不想放棄這難得的耶魯學

習的機會，於是大膽選科，並在課程中及成績

上都獲得了老師的嘉獎。在這些鼓勵之外， 

我更大的收穫是在一步一步跟隨上帝的過程中，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學

術研究之方向。這方向不再只是「藝術」這樣一個太過寬泛的概念，而是具體到了基督教藝

術與我的祖國、民族、語言、信仰、歷史及審美息息相關的內容 — 中國基督教藝術，即：

唐元時期的景教遺珍之藝術研究。這也是我目前正在博士申請計劃書中的題目。這些已經清

晰可見的對於未來的期許，都得福於在耶魯作為班上唯一的外國學生的我，因着信仰和理

想，所邁出的看似艱難實則蒙福的第一步。耶魯的一小步，人生的一大步。

在緊湊的學習之外，因着嫻熟的英語優勢，我也參加了許多耶魯神學院的

講座、活動及聚會。其中，有學生自己籌辦的話劇小組，以及該小組的演

出；有每日的崇拜，並在其中獻詩、獻唱及朗讀；以及各種各樣的茶話會、 

晚會、餐會等等。除此之外，我也固定每週日去不同的教會參加崇拜，感受

不同基督徒族群的文化及信仰的表達。在耶魯，我有很多的好朋友，其中有

同學，有教授，有多年未見的好友等等，我們都十分想念彼此並約定將來

有機會一定繼續一起學習、一起聚會！

陳劍同學和顧柔燕同學於2013至2014年度往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交流了一個學期，以下

是她們兩人的分享。
分

享

園

地

分

享

園

地

耶魯交流後感 
顧柔燕 (M.Div. 3)

   

首先非常感謝對耶魯交換項目的支持。

這個交換項目的確很有價值和意義。到耶魯神學院的交換經驗和經歷

對於我而言是一生寶貴的。在學習方面，眾所周知，耶魯大學是國際

頂尖的大學，耶魯神學院亦是耶魯大學當中重要的學府。學習神學如

果能夠去西方國家的大學學習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會發現西方國家畢

竟保存了很多教會的傳統，是在華人教會和華人神學院中不能經驗

的。進入第二種語言的國家學習能夠得到很大的學習上的進步，

因為不僅是閱讀材料是外文，平時的聽力和演講都是用英文，這對個

人用英文進行學術交流和演講的能力得到很大的訓練。另外，還通過

與那裏的教授和同學的交流，深入地向他們學習。再者，在耶魯大學

豐富的圖書館資源，我為自己的研究領域找到了在香港的大學的圖書館里所沒有的材料。 

耶魯大學的圖書館和耶魯神學院的圖書館資源都是很豐富和有用的學習資源。當然，和那裏

的教授老師的交流和溝通也帶給了我對神學思想更深刻的反思和反省，開闊了思維的視野。

生活方面，在西方國家生活，首先就是文化差異的體驗。這方面表現得很明顯，進入到不同

的文化當中，才更加清晰地經驗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耶魯大學的生活，更講究的是結交朋

友，因為大學本身就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和聚會，在這些社交場合當中，就有很多文化體驗。

例如，交流和溝通方式的不同，結交朋友方式的不同，飲食文化的不同等等。文化的差異反

而更讓我認識自己的文化，和認識自己本身，更深刻地了解到自己的有限性。不過，我也在

耶魯神學院認識了世界各地的朋友，除了美國本土的朋友，還有來自韓國、印尼、肯尼亞、

日本、德國、英國的朋友。交往視野的拓寬是不言而喻的。

耶魯大學有很豐富的音樂藝術資源，幾乎沒兩個星期就有一場免費音樂會，我基本上都會留

意關注並參與，是非常珍貴的享受和體驗。耶魯大學也有很多藝術館和博物館。有歷史性和

人文性的博物館，也有藝術性的。我基本上能在一個博物館裏一整天，裏面所珍藏的文物作

品很豐富，使我流連忘返。

另外，我也到了耶魯大學附近的不同城鎮和城市遊走，觀察那裏的生活圈並和民居的生活。

也因為耶魯神學院同學的好客，帶我都了他們的家（在不同的城鎮裏），因此我可以親身進

入一般美國人所生活的環境中。這種經歷讓我反思美國人和香港人的生存環境的分別。因為

耶魯大學本身就在一個小城鎮裏，它的周圍都是安靜的小鎮，因此，可以看到中年以上甚至

是老年美國人在環境優美的小鎮的安靜的生活。

當然，耶魯大學所在小城鎮里就有很多的教

堂，各種宗派傳統的教堂。教堂一般都不小，

不過去教會的人不多，並且教會的活動也不

多。與香港教會相比，美國部分教會的「衰

落」是很明顯的。

總的來說，除了學習上的收穫，在文化和開闊

視野上，去耶魯交換的經驗是非常寶貴的。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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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應許的軌跡—耶魯學習感想 
陳劍  (M.Div. 3)

 

當談及人生的呼召和理想時，似乎卻不知從何談起。太廣袤無垠

的題目同宇宙一般讓人觸不到邊際。然而回首在神學院度過的三

年時光，上帝的帶領正是藉着那清晰的足印，勾畫出祂那重大而

測不透的偉大計劃的一絲輪廓。參加交換生計劃去到耶魯神學院

的這半年，顯然是這抽象而又具體的豐富畫卷上的點睛之筆。

從小接受從父親而來的系統繪畫訓練，加上大學時對美學、詩學

及人類學的廣泛涉獵，塑造了我對於天地萬物所懷最根本的興

趣 — 藝術（特別是視覺藝術）的向度。但是在崇基學院神學

院，這方面的資源比較缺乏。早已聽說耶魯神學院的基督教藝術有Sally M. Promey，Vasileios 

Marinis這樣的藝術方面的著名教授，而且還有一間舉世聞名的耶魯藝術博物館（Yale Art 

Gallery），後者更是早期基督教藝術的聖地，因此我已經為自己安排好相關的學習計劃， 

準備充分接受這方面的訓練。

在耶魯神學院，除了一門聖經科之外我選取了自

己夢寐以求的「基督教藝術史之關鍵時刻」一

科，還同時還選擇了「閱讀當代美國文學」的

課程。在這兩個科目中，我是唯一的一位亞裔

學生。因為這兩科對於藝術基礎知識、文藝�

文學理論有所要求，而且對於英文要求更高， 

所以一般的英語非母語同學都退縮了。但為了

研究藝術的理想，我不想放棄這難得的耶魯學

習的機會，於是大膽選科，並在課程中及成績

上都獲得了老師的嘉獎。在這些鼓勵之外， 

我更大的收穫是在一步一步跟隨上帝的過程中，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學

術研究之方向。這方向不再只是「藝術」這樣一個太過寬泛的概念，而是具體到了基督教藝

術與我的祖國、民族、語言、信仰、歷史及審美息息相關的內容 — 中國基督教藝術，即：

唐元時期的景教遺珍之藝術研究。這也是我目前正在博士申請計劃書中的題目。這些已經清

晰可見的對於未來的期許，都得福於在耶魯作為班上唯一的外國學生的我，因着信仰和理

想，所邁出的看似艱難實則蒙福的第一步。耶魯的一小步，人生的一大步。

在緊湊的學習之外，因着嫻熟的英語優勢，我也參加了許多耶魯神學院的

講座、活動及聚會。其中，有學生自己籌辦的話劇小組，以及該小組的演

出；有每日的崇拜，並在其中獻詩、獻唱及朗讀；以及各種各樣的茶話會、 

晚會、餐會等等。除此之外，我也固定每週日去不同的教會參加崇拜，感受

不同基督徒族群的文化及信仰的表達。在耶魯，我有很多的好朋友，其中有

同學，有教授，有多年未見的好友等等，我們都十分想念彼此並約定將來

有機會一定繼續一起學習、一起聚會！

陳劍同學和顧柔燕同學於2013至2014年度往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交流了一個學期，以下

是她們兩人的分享。
分

享

園

地

分

享

園

地

耶魯交流後感 
顧柔燕 (M.Div. 3)

   

首先非常感謝對耶魯交換項目的支持。

這個交換項目的確很有價值和意義。到耶魯神學院的交換經驗和經歷

對於我而言是一生寶貴的。在學習方面，眾所周知，耶魯大學是國際

頂尖的大學，耶魯神學院亦是耶魯大學當中重要的學府。學習神學如

果能夠去西方國家的大學學習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會發現西方國家畢

竟保存了很多教會的傳統，是在華人教會和華人神學院中不能經驗

的。進入第二種語言的國家學習能夠得到很大的學習上的進步，

因為不僅是閱讀材料是外文，平時的聽力和演講都是用英文，這對個

人用英文進行學術交流和演講的能力得到很大的訓練。另外，還通過

與那裏的教授和同學的交流，深入地向他們學習。再者，在耶魯大學

豐富的圖書館資源，我為自己的研究領域找到了在香港的大學的圖書館里所沒有的材料。 

耶魯大學的圖書館和耶魯神學院的圖書館資源都是很豐富和有用的學習資源。當然，和那裏

的教授老師的交流和溝通也帶給了我對神學思想更深刻的反思和反省，開闊了思維的視野。

生活方面，在西方國家生活，首先就是文化差異的體驗。這方面表現得很明顯，進入到不同

的文化當中，才更加清晰地經驗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耶魯大學的生活，更講究的是結交朋

友，因為大學本身就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和聚會，在這些社交場合當中，就有很多文化體驗。

例如，交流和溝通方式的不同，結交朋友方式的不同，飲食文化的不同等等。文化的差異反

而更讓我認識自己的文化，和認識自己本身，更深刻地了解到自己的有限性。不過，我也在

耶魯神學院認識了世界各地的朋友，除了美國本土的朋友，還有來自韓國、印尼、肯尼亞、

日本、德國、英國的朋友。交往視野的拓寬是不言而喻的。

耶魯大學有很豐富的音樂藝術資源，幾乎沒兩個星期就有一場免費音樂會，我基本上都會留

意關注並參與，是非常珍貴的享受和體驗。耶魯大學也有很多藝術館和博物館。有歷史性和

人文性的博物館，也有藝術性的。我基本上能在一個博物館裏一整天，裏面所珍藏的文物作

品很豐富，使我流連忘返。

另外，我也到了耶魯大學附近的不同城鎮和城市遊走，觀察那裏的生活圈並和民居的生活。

也因為耶魯神學院同學的好客，帶我都了他們的家（在不同的城鎮裏），因此我可以親身進

入一般美國人所生活的環境中。這種經歷讓我反思美國人和香港人的生存環境的分別。因為

耶魯大學本身就在一個小城鎮裏，它的周圍都是安靜的小鎮，因此，可以看到中年以上甚至

是老年美國人在環境優美的小鎮的安靜的生活。

當然，耶魯大學所在小城鎮里就有很多的教

堂，各種宗派傳統的教堂。教堂一般都不小，

不過去教會的人不多，並且教會的活動也不

多。與香港教會相比，美國部分教會的「衰

落」是很明顯的。

總的來說，除了學習上的收穫，在文化和開闊

視野上，去耶魯交換的經驗是非常寶貴的。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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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院舉辦的「復和以外 — 後佔領時代的信仰探索」已於1月30

日假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完滿舉行，講員包括葉菁華教授、 

陳龍斌教授和龔立人教授，從不同角度分析雨傘運動與神學的關

係，講題分別是「我要真復和」、「身份政治與身份的復和：基督 

徒、香港人、中國人」，以及「超越「抗爭vs.復和」的聖經」。 

是次講座反應熱烈，座無虛席，約有360多位參加者出席。

葉菁華教授以南非作為例子，提出復和必先尋求真相；他又鼓勵

大家不要輕易對現實妥協，但要常提醒大家是同屬一體，不會因政

見或種族而有所影響；陳龍斌教授則指出很多信徒對聖經經文都有

不同詮釋，他認為，教牧應重視聖經處境以更了解聖經內容。他提

醒大家聖經詮釋應是把古代與現代處境的視野融合；龔立人教授提

醒對本土或對國家的忠誠都有機會成為偶像崇拜，具排他性，他強

調耶穌復活升天後，上主國對外邦人開放、釋放使人分離的規則、 

社會邊緣者皆能在耶穌的團契中，這就開放的普世價值。

本院於2015年2月6日及7日在突破青年村舉行「獻心營」，營會主

題為「十字路口的呼召」。是次活動共吸引了28位來自本地及國內

的信徒報名。透過專題、論壇和個別約見等環節，參加者能對本院

有更多認識和對修讀神學課程有更全面的考慮。

1月17日，本院舉辦課程資訊日，共有48名參加者。邢院長介紹本

院後，再按不同課程分組交流。

另本院首次舉辦課程體驗周，日期由1月26日至30日。活動目的是

讓參加者能親身接觸神學院的課程，體驗本院的神學教育及訓練，

他們可於該周內免費旁聽各教授的課堂，以親身體會神學學習的思

辯現場。

當中有九位同學出席1月31日下午的課後聚會，與本院老師一起交

流、分享經驗及同領聖餐。當日，先由葉菁華教授主講「大學校園

下修讀神學的獨特性」，然後由同學分組討論所見所聞。同學大都表

示享受課堂，當中不乏慕名而來的，部分直言聽課之後，信仰受到挑

戰。邢福增教授、盧龍光教授、關瑞文教授、葉菁華教授及李均熊博

士均出席，並就同學的提問作出解答。聚會後，老師和同學一同領受

聖餐，由盧牧師主持。

活

動

簡

報

活

動

簡

報

11月8日，本院舉行2014年神學日感恩崇 

拜，邀請了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袁天佑 

牧師蒞臨講道，講題為「在十字路口上作

牧者」（講辭刊於通訊頁一至頁三）。 

當日，一眾師生、畢業生、畢業生家屬和

嘉賓濟濟一堂。神學校董會主席陳衍昌法

政牧師、校董陳偉光院長、陳志堅牧師、

張亦農牧師、李炳光牧師、陳應城教授、

鄒小岳先生和吳碧珊牧師均有出席。

本院2014-2015年度的新生超過110名，

2013-2014年度的畢業生107名，而林海虹同學和林廣雄則代表畢業班同學向老師致

謝。隨後，邢院長報告過去一年本院及各中心的發展。他歡迎嘉賓之餘，介紹新教

職員及報告各項事工。他又指出，新聖堂的總費用已到最後階段，在各宗派教會和

弟兄姊妹的支持及奉獻下，本院已籌得大部分建築費、裝修費及其他開支，但仍有

230萬元的結欠，他希望大家能繼續踴躍支持。他又提及神學院將面對各方面的改變

和挑戰，邀請各本院同行者結伴同行。崇拜後，參加者前往火炭參加感恩聚餐。

神學日

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專題講座暨會員大會已於2015
年1月24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容啟東校

長紀念樓舉行，題目為「從威靈頓街到堅道 ─  
香港天主教艱辛開創的歷程」，內容介紹從羅馬

派遣傳教士到香港的早期歷史，特別是如何建立

一個本地的教會，及當中面對的挑戰。講員夏其龍

神父（天主教司鐸），現任香港天主教教區檔案主

任，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是次

講座約3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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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麗斯
大家好，我是新同事Anya。好開心能夠加入神學院這個大家庭。

很多同事都不太清楚我英文名的讀音和來源。其實這個英文名在俄羅斯是

很普遍，很多女性都叫“Anya”，這名字在俄羅斯的解釋是親切。

大學本科的時候，我是修讀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所以對神學院是既熟悉又陌

生。熟悉，是因為常常聽到這個名字，而且有時會在神樓上導修課；陌生，

是因為三年裡面都不太了解神學的科目，覺得是好艱深難明的事情。

畢業之後兩年，又回到中大和神學院，不過身分已經由學生，變成職員，而

神學院都有很大的變化，有新的神學大樓，耳目一新。

現在對神學院的感覺，已經由學生時期的既熟悉又陌生，變得十分親切和了解，特別是對神學院的課程，和當

中的運作及流程。在整個工作過程和學習中，都很感謝每位同事的幫忙和教導，希望在往後來的工作中，自己

都能夠都越來越進步。

鄧長祐（08 B.D.）

能夠有機會服侍母校，是上主的恩典，也是對上主恩典的卑微回報。昔日

在母校所領受的，除了神學、牧養和靈性裝備，更有具體的助學金。從那時

起，我深知即以終生的技術支援，也未能足夠回報我所領受的恩典。

人生軌跡的轉變，總不能完全掌握，得失也不能完全計算。從前由電腦工

作轉到堂會牧職，有人問我會否浪費了自己的興趣和所學過的東西；現在由

堂會牧職轉到神學院工作，同樣有人問我會否浪費了所蒙的呼召和所受的裝

備。我的確沒有答案，也不善於計算。或許，更加合宜的態度是，焉知過去

所選擇和領受的不是為了今天繼續為上主所用嗎。

當年蒙召接受神學訓練，進入母會擔起牧職，所盼的是可以更投入牧養；今天回到母校工作，所盼的也是可以

更投入牧養。

正如院長在就職述志中所說，我不知道這一頁何時寫完、下一頁又是怎麼樣，我只仰望上主幫助，教我忠心地

完成每一頁所託付的責任。（這一頁，當然可以解作網頁）

謝謝！

Prof. Kevin Ward

能夠在這學期作訪問教授，實在十分榮幸。我很享受在西方基督教歷史和

研究生研討班上作互動。在崇基神學院，我接觸到來自不同地方，好像台

灣、日本、加拿大、緬甸和馬來西亞的學者和學生。作為聖公會的牧師，

我已有二十年沒有在這樣的基督教氛圍下工作，上一次是在四十年前，那

時我剛在神學院開始我的學術生涯。

我在英國利茲出生，小時候，虔誠的祖母常領我到循道會小教堂，14歲

我已成為了教會的詩琴。而我在教會的青少年聖經問答比賽中常常名列

前茅（其實我應該讀聖經科吧？）。我17歲的時候，曾經在一次讀經小

組內禁食、祈禱和讀着馬太福音中耶穌受難的故事（同時也在聽巴哈的受

難曲）。當時，我感受到基督的呼召，於是決志事奉。

後來，我獲愛丁堡大學取錄，修讀歷史。同時，我在蘇格蘭的一所藍領階層的教堂內擔任主日學老師。1969年

畢業，到肯亞一間學校任教，更愛上了非洲。及後，我在劍橋的三一學院繼續進修博士課程，研究肯亞的基督

教發展。當我實地考察時，聯絡了東非教會的宣教團體，希望成為宣教師。於是，他們讓我到烏干達神學院工

作，雖然這並不是我的意願，但是，我很快已和當地教會和人熟絡起來。在那裏，我經歷了食物短缺和長達六

年的戰爭。

在烏干達，我更獲按立為牧師，並在那兒事奉了22年。我回到英格蘭後，分別在西約克郡哈利法克斯和英格蘭

利茲大學非洲宗教研究中心擔任牧職和教職。而我在大學繼續作東非基督教的研究，包括研究東非教會的復興

傳統和普世聖公宗的題目。利茲大學是一個美好的地方，有着美好的團隊。而在神學和宗教研究方面，有着豐

富的題材，豐富了我的教學和研究。

我愛彈琴，更愛巴哈，舒伯特、馬勒和華格納的歌劇，去年的九月，我曾到北京和西安，一切我都相當享受。

藉着這裏的工作，我更認識了很多東南亞的朋友，這些情誼都使我對他們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更有興趣，並想認

真地去研究。謝謝你們。

王曉靜博士

生長於青島，一個歐式的中國沿海城市，一個曾經讓德國殖民的地

方，也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藝術家和社會精英最喜愛聚居的地方。

王曉靜於早期已對中西文化和歷史發生興趣，她分別在山東和北京完

成她的歷史學士和中世紀歐洲歷史碩士學位後，她於2007年，跑到地

球的西邊，駐足在這素有北方雅典之稱的愛丁堡六年。2008年，王

曉靜在愛丁堡大學主修蘇格蘭研究，並在這個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

動發源地獲頒碩士。她更獲愛丁堡大學神學院取錄，攻讀博士課程，

主修世界基督教研究。那裏，也是1910年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被

視為近代普世合一運動的重要里程碑）的舉行地點，王曉靜在那裏專

注研究中國在這場運動中的角色。2012年，她完成博士學位，論文題

目為〈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合一運動：誠靜怡和中華基督教會〉。她的

研究興趣廣泛，包括世界合一運動、中國教會本土化和合一運動、中華基督教會歷史、華人基督徒人物研究，

及宣教學和十九、二十世紀的宣教運動的歷史。

2013年至2014年，王曉靜再度啟航，這次目的地是香港 ─ 一個東西交匯的地方。她在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

化研究中心擔任助理研究員。去年十二月，她協助籌備國際研討會，主題為「汪維藩和中國教會」。

初到崇基，她作為客席助理教授，除了和邢福增院長合教「中國基督教思想家」外，也任教「中國基督教專題

研究：十九二十世紀的合一運動和中國教會」。她很享受過去多年的遊歷，使她有不同的靈感和轉化，她期待

在崇基與可愛的大家相遇。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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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戰爭。

在烏干達，我更獲按立為牧師，並在那兒事奉了22年。我回到英格蘭後，分別在西約克郡哈利法克斯和英格蘭

利茲大學非洲宗教研究中心擔任牧職和教職。而我在大學繼續作東非基督教的研究，包括研究東非教會的復興

傳統和普世聖公宗的題目。利茲大學是一個美好的地方，有着美好的團隊。而在神學和宗教研究方面，有着豐

富的題材，豐富了我的教學和研究。

我愛彈琴，更愛巴哈，舒伯特、馬勒和華格納的歌劇，去年的九月，我曾到北京和西安，一切我都相當享受。

藉着這裏的工作，我更認識了很多東南亞的朋友，這些情誼都使我對他們國家的歷史和文化更有興趣，並想認

真地去研究。謝謝你們。

王曉靜博士

生長於青島，一個歐式的中國沿海城市，一個曾經讓德國殖民的地

方，也是一個中國知識分子、藝術家和社會精英最喜愛聚居的地方。

王曉靜於早期已對中西文化和歷史發生興趣，她分別在山東和北京完

成她的歷史學士和中世紀歐洲歷史碩士學位後，她於2007年，跑到地

球的西邊，駐足在這素有北方雅典之稱的愛丁堡六年。2008年，王

曉靜在愛丁堡大學主修蘇格蘭研究，並在這個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

動發源地獲頒碩士。她更獲愛丁堡大學神學院取錄，攻讀博士課程，

主修世界基督教研究。那裏，也是1910年愛丁堡世界宣教會議（被

視為近代普世合一運動的重要里程碑）的舉行地點，王曉靜在那裏專

注研究中國在這場運動中的角色。2012年，她完成博士學位，論文題

目為〈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合一運動：誠靜怡和中華基督教會〉。她的

研究興趣廣泛，包括世界合一運動、中國教會本土化和合一運動、中華基督教會歷史、華人基督徒人物研究，

及宣教學和十九、二十世紀的宣教運動的歷史。

2013年至2014年，王曉靜再度啟航，這次目的地是香港 ─ 一個東西交匯的地方。她在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

化研究中心擔任助理研究員。去年十二月，她協助籌備國際研討會，主題為「汪維藩和中國教會」。

初到崇基，她作為客席助理教授，除了和邢福增院長合教「中國基督教思想家」外，也任教「中國基督教專題

研究：十九二十世紀的合一運動和中國教會」。她很享受過去多年的遊歷，使她有不同的靈感和轉化，她期待

在崇基與可愛的大家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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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漢文博士於2014年9月1日開始出任優質生命教育（榮

譽）副主任，協助主任龔立人教授及院長邢福增教授一同開發

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的哲學、教學與神學

鄭漢文博士

早在2004年，時任院長的盧龍光牧師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開

始推行「優質生命教育計劃」，本人已被委為督導委員會委

員（至今），計劃先在沙田一中兩小的屬校作為種籽發展生

命教育，近年把成果推廣至其他屬校小學與中學。2009年秋

崇基學院神學院設立「優質生命教育中心」時，盧院長再邀

本人參與其事，出任管理委員會委員至今。這一年新任副主

任，便為此打造一個名為「教育生命敘事對話系列」共十個

重聚日。

筆者自少年時已經關心人生意義問題，關心生命如何活出意義來。1980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由商科

轉讀哲學，為的是要思考人生，並學習意義的種種分解方法。因想深化意義探索，於中大完成哲學

碩士後前往牛津大學留學三年多，輾轉於1994年在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完成教育哲學博士學位。

1995年1月返回母校任教於教育學院，所任教的本科或教師文憑等課程皆須教授全人教育觀 ─ 從

全人發展的角度看教育，後來把專研的教育哲學轉化為價值教育 ─ 價值觀影響教育及教育影響價

值觀的循環探討。從2002到2006年開展價值教育證書課程，自2006年提升為價值教育文學碩士課

程，並出任課程協同總監(至2012年7月)。2006年之前盧龍光院長曾向我表示，希望能同時為神學

院開發基督教教育，作為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的一個可以強化的領域，故我刻意在課程中設有「宗

教學校中的價值教育」一科，同時讓神學院同學以「基督教教育研討」名義修讀。如是者，2007年

開始隔年開科至今。同時，2007年開始，神學院也列我為榮譽講師。

沒有反思價值的生命教育漸漸流於平面，沒有活化生命的價值教育容易變得冷智。

2010年秋聯同中文大學七位同事（包括龔立人教授）承辦教育局「協助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

並出任統籌主任，協助二十所中學發展生命教育，七十多位前線同工一同學習八個多月，課程至

2011年7月完結。如是者，2012-2013年及2013-2014年再做了兩期。2010-11年同時期出任「行

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德育及公民教育領域」評審小組主席，首次為香港教育界評選出在此範疇具超卓

表現的教師，獲卓越獎的一中兩小共三所學校都是多年來發展生命教育的表表者，都有基督宗教傳

統。（按我2003及2007年兩次的統計，教會學校佔全港學校的一半。）

回首神的引領，1980至1994年我用了十四年在哲學的學業上，自1995年在教育的事業上工作了

十四年到2008年我開始在神學院兼讀神學（碩士和道學士）已七年。筆者把首十四年人生意義關

懷的前期思考先凝聚於博士論文的一章，獲博士學位後用上十四年發展出一套名為「生命三維敘事

法」的方法，先與兩位好友合著小書於2008年出版，名為《尋求美好人生的自我理解》。以此基

礎，主若願意，我立志用上第三個十四年以神學整合出轉化生命的學問：「生命教育的哲學、教學

與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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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講師 日期 時間 授課語言

THEO5956 教牧學與輔導： 梁明浩博士 逢週一、四 晚上 7:00-9:15 英 
 專題研究 I：聖經與崇拜

THEO5957 教牧學與輔導： 伍渭文牧師 逢週一 上午 9:30-12:15 及 粵╱英 
 專題研究 II：經課講道   下午 2:30-5:15

THEO3215 / 新約希臘文 I 劉翠玉博士 逢週一、四 晚上 7:00-9:15 粵╱英 
THEO5303

THEO3217 / 希伯來文 I 陳南芬教授 逢週二、五 晚上 7:00-9:30 粵╱英 
THEO5301                            （6月17日（三）補課）

2015暑期密集課程　歡迎教牧報名參加
課程時期：2015年5月11日 – 6月27日，每週兩堂，共十三堂課。
上課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課程簡介：

THEO5956　教牧學與輔導：專題研究 I：聖經與崇拜
本科旨在討論聖經中有關集體敬拜的經文如何應用在當今的教會崇拜中，課程會從禮儀角度選讀舊約的詩篇及探討新約教

會的敬拜處境。

THEO5957　教牧學與輔導：專題研究 II: 經課講道
經課是教會按教會年設計的讀經表，舊約、詩篇、書信、及福音書都互通款曲，彼此詮釋；講員選取所讀的經課作為講道

經文。本科目探討主日經課的禮儀、神學和牧靈意涵，如何依遵特定的經課建構一篇講章。課程亦藉學員書寫、講演其講

章，評審講章的寫作和傳遞技巧，討論講道學的基本元素及近代最新講道學的研究。

THEO3215 / THEO5303　新約希臘文 I

本科講授初級希臘文詞彙及文法，以培養學生閱讀希臘原文新約聖經簡單句子的能力。

THEO3217 / THEO5301　希伯來文 I

本科講授初級希伯來文詞彙及文法，以培養學生閱讀希伯來文聖經簡單短句的能力。

選讀學分者，每科繳付港幣 $5,275；不修學分之旁聽生，每科繳付港幣 $2,638。 

有意報讀者，請於 4月 30日前向本院同工樊小姐報名（電話：3943 1091）。

優質的生命教育需要優質生命的教育工作者。堅持教育理想的人生究竟是怎樣的？

本院優質生命教育中心將舉辦十項主題的教育生命敘事對話，以十個重聚日（Reunion Day）的方式，讓相關領域的教育人開展教育

理想二十（二）講。

日期：

1月31日 （六） 教育、哲學與人性：  何秀煌教授［中大哲學人及通識教育人重聚日］

2月7日 （六） 教育、哲學與文藝：  黃宇鵬先生［中大哲學人及文化藝術人重聚日］

3月14日 （六） 心靈教育：  關俊棠神父［心靈教育人及中大團隊重聚日］

3月21日 （六） 價值教育：  唐欣怡博士、伍美蓮博士［價值教育人及中大團隊重聚日］

3月28日 （六） 小學教育、思考教育與探究學習： （啟思小學）蘇陳素明校長［啟思人重聚日］

4月18日 （六） 中學教育、生命教育與少年成長： （培敦中學）梁錦波校長［全人生命教育人重聚日］

4月25日 （六） 大學教育、政治哲學與美好社會： （中大）周保松教授 ［中大政哲人及博群人重聚日］

5月9日 （六） 研究生教育、生命敘事與教師教育： （首師大）劉慧教授［敘事研究人重聚日］

6月6日 （六） 生命三維敘事法與牧養： （FES總幹事）鄧雪貞女士、（九龍塘宣道會）吳玉樹牧師

6月27日 （六） 生命、教育與神學： （中心主任）龔立人教授［教牧人、神學人及中心團隊重聚日］

時間：2:00-8:00pm
　　　2:00-3:00pm 主題講座           4:00-5:30pm 鄭漢文博士的回應及對談          6:00-8:00pm 中大校園飯堂共聚飯宴
地點：王福元樓 FYB LT4或陳國本樓 CKB  LT3（詳細請在中心網站查閱）

聯絡處：

馬小姐（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優質生命教育中心項目主任）：電話：3943 8152；電郵：trixiema@cuhk.edu.hk
鄭漢文博士（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優質生命教育中心榮譽副主任）：電話：3943 6945；電郵：rogercheng@cuhk.edu.hk
網頁：http://www.cuhk.edu.hk/theology/cqle/；活動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uhk.cqle.10reuniondays

教育生命敘事對話系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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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漢文博士於2014年9月1日開始出任優質生命教育（榮

譽）副主任，協助主任龔立人教授及院長邢福增教授一同開發

生命教育。）

生命教育的哲學、教學與神學

鄭漢文博士

早在2004年，時任院長的盧龍光牧師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開

始推行「優質生命教育計劃」，本人已被委為督導委員會委

員（至今），計劃先在沙田一中兩小的屬校作為種籽發展生

命教育，近年把成果推廣至其他屬校小學與中學。2009年秋

崇基學院神學院設立「優質生命教育中心」時，盧院長再邀

本人參與其事，出任管理委員會委員至今。這一年新任副主

任，便為此打造一個名為「教育生命敘事對話系列」共十個

重聚日。

筆者自少年時已經關心人生意義問題，關心生命如何活出意義來。1980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由商科

轉讀哲學，為的是要思考人生，並學習意義的種種分解方法。因想深化意義探索，於中大完成哲學

碩士後前往牛津大學留學三年多，輾轉於1994年在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完成教育哲學博士學位。

1995年1月返回母校任教於教育學院，所任教的本科或教師文憑等課程皆須教授全人教育觀 ─ 從

全人發展的角度看教育，後來把專研的教育哲學轉化為價值教育 ─ 價值觀影響教育及教育影響價

值觀的循環探討。從2002到2006年開展價值教育證書課程，自2006年提升為價值教育文學碩士課

程，並出任課程協同總監(至2012年7月)。2006年之前盧龍光院長曾向我表示，希望能同時為神學

院開發基督教教育，作為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的一個可以強化的領域，故我刻意在課程中設有「宗

教學校中的價值教育」一科，同時讓神學院同學以「基督教教育研討」名義修讀。如是者，2007年

開始隔年開科至今。同時，2007年開始，神學院也列我為榮譽講師。

沒有反思價值的生命教育漸漸流於平面，沒有活化生命的價值教育容易變得冷智。

2010年秋聯同中文大學七位同事（包括龔立人教授）承辦教育局「協助中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

並出任統籌主任，協助二十所中學發展生命教育，七十多位前線同工一同學習八個多月，課程至

2011年7月完結。如是者，2012-2013年及2013-2014年再做了兩期。2010-11年同時期出任「行

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德育及公民教育領域」評審小組主席，首次為香港教育界評選出在此範疇具超卓

表現的教師，獲卓越獎的一中兩小共三所學校都是多年來發展生命教育的表表者，都有基督宗教傳

統。（按我2003及2007年兩次的統計，教會學校佔全港學校的一半。）

回首神的引領，1980至1994年我用了十四年在哲學的學業上，自1995年在教育的事業上工作了

十四年到2008年我開始在神學院兼讀神學（碩士和道學士）已七年。筆者把首十四年人生意義關

懷的前期思考先凝聚於博士論文的一章，獲博士學位後用上十四年發展出一套名為「生命三維敘事

法」的方法，先與兩位好友合著小書於2008年出版，名為《尋求美好人生的自我理解》。以此基

礎，主若願意，我立志用上第三個十四年以神學整合出轉化生命的學問：「生命教育的哲學、教學

與神學」。

生

命

教

育

合

作

伙

伴

介

紹

課

程

預

告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講師 日期 時間 授課語言

THEO5956 教牧學與輔導： 梁明浩博士 逢週一、四 晚上 7:00-9:15 英 
 專題研究 I：聖經與崇拜

THEO5957 教牧學與輔導： 伍渭文牧師 逢週一 上午 9:30-12:15 及 粵╱英 
 專題研究 II：經課講道   下午 2:30-5:15

THEO3215 / 新約希臘文 I 劉翠玉博士 逢週一、四 晚上 7:00-9:15 粵╱英 
THEO5303

THEO3217 / 希伯來文 I 陳南芬教授 逢週二、五 晚上 7:00-9:30 粵╱英 
THEO5301                            （6月17日（三）補課）

2015暑期密集課程　歡迎教牧報名參加
課程時期：2015年5月11日 – 6月27日，每週兩堂，共十三堂課。
上課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課程簡介：

THEO5956　教牧學與輔導：專題研究 I：聖經與崇拜
本科旨在討論聖經中有關集體敬拜的經文如何應用在當今的教會崇拜中，課程會從禮儀角度選讀舊約的詩篇及探討新約教

會的敬拜處境。

THEO5957　教牧學與輔導：專題研究 II: 經課講道
經課是教會按教會年設計的讀經表，舊約、詩篇、書信、及福音書都互通款曲，彼此詮釋；講員選取所讀的經課作為講道

經文。本科目探討主日經課的禮儀、神學和牧靈意涵，如何依遵特定的經課建構一篇講章。課程亦藉學員書寫、講演其講

章，評審講章的寫作和傳遞技巧，討論講道學的基本元素及近代最新講道學的研究。

THEO3215 / THEO5303　新約希臘文 I

本科講授初級希臘文詞彙及文法，以培養學生閱讀希臘原文新約聖經簡單句子的能力。

THEO3217 / THEO5301　希伯來文 I

本科講授初級希伯來文詞彙及文法，以培養學生閱讀希伯來文聖經簡單短句的能力。

選讀學分者，每科繳付港幣 $5,275；不修學分之旁聽生，每科繳付港幣 $2,638。 

有意報讀者，請於 4月 30日前向本院同工樊小姐報名（電話：3943 1091）。

優質的生命教育需要優質生命的教育工作者。堅持教育理想的人生究竟是怎樣的？

本院優質生命教育中心將舉辦十項主題的教育生命敘事對話，以十個重聚日（Reunion Day）的方式，讓相關領域的教育人開展教育

理想二十（二）講。

日期：

1月31日 （六） 教育、哲學與人性：  何秀煌教授［中大哲學人及通識教育人重聚日］

2月7日 （六） 教育、哲學與文藝：  黃宇鵬先生［中大哲學人及文化藝術人重聚日］

3月14日 （六） 心靈教育：  關俊棠神父［心靈教育人及中大團隊重聚日］

3月21日 （六） 價值教育：  唐欣怡博士、伍美蓮博士［價值教育人及中大團隊重聚日］

3月28日 （六） 小學教育、思考教育與探究學習： （啟思小學）蘇陳素明校長［啟思人重聚日］

4月18日 （六） 中學教育、生命教育與少年成長： （培敦中學）梁錦波校長［全人生命教育人重聚日］

4月25日 （六） 大學教育、政治哲學與美好社會： （中大）周保松教授 ［中大政哲人及博群人重聚日］

5月9日 （六） 研究生教育、生命敘事與教師教育： （首師大）劉慧教授［敘事研究人重聚日］

6月6日 （六） 生命三維敘事法與牧養： （FES總幹事）鄧雪貞女士、（九龍塘宣道會）吳玉樹牧師

6月27日 （六） 生命、教育與神學： （中心主任）龔立人教授［教牧人、神學人及中心團隊重聚日］

時間：2:00-8:00pm
　　　2:00-3:00pm 主題講座           4:00-5:30pm 鄭漢文博士的回應及對談          6:00-8:00pm 中大校園飯堂共聚飯宴
地點：王福元樓 FYB LT4或陳國本樓 CKB  LT3（詳細請在中心網站查閱）

聯絡處：

馬小姐（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優質生命教育中心項目主任）：電話：3943 8152；電郵：trixiema@cuhk.edu.hk
鄭漢文博士（中大崇基學院神學院優質生命教育中心榮譽副主任）：電話：3943 6945；電郵：rogercheng@cuhk.edu.hk
網頁：http://www.cuhk.edu.hk/theology/cqle/；活動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uhk.cqle.10reuniondays

教育生命敘事對話系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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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增院長自上任以來，在主理神學院行政及公關事務之餘，亦不忘研究。他應邀應邀於去年11月
21日出席汕頭大學文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合辦的「基督宗教與中
國社會」學術研討會，任主題講員，講題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與融合」。11月25日，他
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基督教研究中心合辦的「全球化視野下的近
代中國與世界基督教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巨人愛恨：王明道所認識的倪柝聲」。

12月6日，邢院長應台灣東海大學校牧室邀請，出席2014東海大學周聯華牧師講座，以「華人教會的
歷史使命與時代擔當」為題，任論壇講員。12月11日，他在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

辦的「汪維藩與中國教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論文〈與社會主義共舞的福音派：汪維藩對中國政教關係的思考與實踐〉。

2015年1月17日，他在建道神學院主辦的「2015華人教會人物研究學術研討會」上，宣傳「滕近輝牧師與八十年代初香港福音派的政教
挑戰」。

1. 黃德馨會吏（00 B.D.）父親黃達道先生於2015年1月11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於2月7日上午11時在萬國殯儀
館福海堂舉行。

2. 梁慈光牧師（02 M.Div.）岳長胡福成先生已離世，2月12日於鑽石山殯儀館出殯。

3. 翁傳鏗牧師（84 B.D.; 97 M.Theol.）父親翁益存先生於2015年1月1日息勞歸主，享年99歲。安息禮拜於 
1月31日假世界殯儀館舉行。

4. 萬淑群小姐（09 M.A.C.S.）之母親萬黃保女士安息。

5. 范建邦牧師（00 B.D.）父親范秀遠牧師，廣東省基督教協會名譽會長於11月12日安息主懷，享年91歲，安
息禮拜於11月21日舉行。

6. 陳嘉同學（B.D.）父親陳伯煌於12月12日離世，安息禮拜於12月25日舉行。

7. 馮思愉小姐（13 M.Div.）祖母馮彭婉冰安息，2014年12月29日去世，享年91歲，安息禮拜於2015年1月7日
舉行。

願離世者得享安息。

1. 朱建忠（13 B.D.）和曾其蘭（ B.D.）的女兒朱安然於1月16日出生。

2. 唐然（13 B.D.）和李春萍（13 B.D.）的女兒唐柔謙於10月14日出生。

3. 邊瑞霞同學（B.D.）的兒子出生。

願天父賜福小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

盧龍光牧師
1. 盧牧師於2015年1月8日至1月10日在吉隆坡出席由馬來西亞神學院舉辦的周年退修會講道，主題為「在亂世

中預備自己服侍上帝」。

2. 盧牧師於2月3日前往高雄，出席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主辦的「第52屆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主持工作坊，
講題為「 尋找耶路撒冷會議的決議」。他並於晚上主講專題講座，講題為「保羅在外邦的宣教策略」。

3. 2月6日至8日，盧牧師獲邀為芬蘭華人教會冬令營講員。

白德培教授
2014年12月8日至12月10日，白牧師獲邀於緬甸仰光的Myanmar Institute of Theology和Tedim Theological 
College講學，內容有關基督論及宣教學。

1. Prof. Prof. Kevin Ward來自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文學院，對東非基督教素有研究。他於2015年1月
至4月來訪本院，任教THEO5272 現代西方基督教。

2. 鄧長祐先生（08 B.D.）於11月17日起獲聘為本院同工，負責網絡及資訊科技相關工作。

3. 本院同事何雅麗女士（M.A.C.S.）於去年12月4日離職，本院感謝她過去的服侍。另，樊麗斯小姐於去年12
月1 日起獲聘接替何女士的工作，負責課程協調工作。

4. 2015年起，王曉靜博士任客席助理教授。

教授

消息

人事

消息

恭賀

哀悼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新書出版

書名：Postcolonial Imagination: Archeological Hermeneutics and Comparative Religious 
Theology

系列：景風叢書

作者： Paul S. CHUNG

出版年份：2014

頁數： 504

售價：$160

內容： This book presents postcolonial imagination in terms of archeological hermeneutics and 
comparative theology, undertaking a profound stud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Asian religions such as Mahayana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It gives rise to inspiration for 
those who are committed to advancing constructive theology in the aftermath of colonialism 
for the sake of church’s responsibility and engagement with study of religions, natural 
science, and culture, especially in regard to those who are vulnerable, fragile, and victims in 
history and society.

書名： 萬代要稱妳有福—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史（1912–2012）

作者： 魏克利（Philip Wickeri）、陳睿文

系列： 香港教會系列七

出版年份：2014年

售價： HK$90

簡介：從收留貧困女子的晏氏居留院，到牧養香港島東部銅鑼灣地帶的一個牧區，香港聖公會聖

馬利亞堂在這100年中走過了怎樣的路程？本書將向您娓娓細述該堂的起源與發展，窺看她

與香港華人聖公會及香港社會風雨相連的種種，以及牧者、教友、內外環境互動的圖景，

從而呈現這一牧區百年跋涉蒙福的道路。

所屬機構 姓名
中原大學 吳昶興博士
福建神學院 岳清華院長、林德來牧師
首都師範大學 林精華教授
金陵協和神學院 董慶銀、韓北、夏德泉、林麗忠、 
2000年校友 李揚英、姚紅、胡泉源、霍成西、 
 陳鼎亮、陳智勤、林獻毅、 
 楊慧珍、吳清燕
廣東財經大學 / 中山大學 曾志輝博士
東門國際 張桂炎先生
上海土山灣博物館 陳耀王先生
英國利茲大學 Rev. Dr. Kevin Ward

哈爾濱基督教兩會 李洋洋

所屬機構 姓名
英國King’s College Prof. Olive Davies

澳洲Sydney University 吳俊文博士
美國神州傳福協會 遠志明牧師
台灣聖經公會 鄭正人牧師
美國聖經公會奈達聖經學術研究學院  彭國瑋博士
The Swedish Theological  
Institute Jerusalem 

Goran Larsson

朝日新聞 金順姬女士
美國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學 廖淦標教授、 
 林紹顏教授
美國佩斯大學 李榭熙教授
訪問代表團：浙江溫州地區神學院代表團

如果你喜歡經典聖詩並希望向其他弟兄姊妹推介…
如果你想與你的摯愛親朋分享信仰…
如果你想經歷一場感動人心的音樂會…

「我的故事，我的詩歌 ─ 一位失明詩人的傳奇和詩歌」 
音樂會是你的必然選擇。

《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記載Fanny Crosby為有史以來最具創

作力聖詩作家。不少她的詩歌，如《榮耀歸於真神 》、《有

福的確據》、《靠近十架》、《安居主懷》、《求主引我》

等都是基督徒耳熟能詳的。她雖然自幼失明，但仍一生數算

主恩。今年正值她逝世一百周年，這音樂會將會以她的詩歌

來演繹她傳奇的一生。不少香港知名音樂家將傾力演出， 
包括：梁靜宜女士、羅乃新女士 、黃健羭女士 、楊習禮先

生、曾宇軒先生、胡永正先生、梁頌恩女士、鄭之璿女士、

梅浩華牧師及240人之大專院校基督徒聯合詩班。

「我的故事，我的詩歌 ─

一位失明詩人的傳奇和詩歌」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日期：2015年4月11日（星期六）晚上7時45分
　　　2015年4月12日（星期日）下午2時45分及晚上7時45分
票價：HK$400/ $350/$200 

　　　全日制學生╱60歲或以上的高齡人士 
　　　（七折優惠，數量有限）
　　　$140 殘疾人士及看護人（優惠）
門票預訂 ：現正在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
網上預購：www.urbtix.hk

　　　　　英語演出，中文字幕
查詢電話：3943 6708

（音樂會收益扣除開支後，將撥捐崇基學院神學院「崇基神學

教育基金」作增聘師資之用；其中十分一將捐予心光盲人院暨

學校及視障人士福音中心，以表揚芬妮．克羅斯比女士對視障

人士教育及福音事工的貢獻。）



14 15

院

長

行

蹤

、

人

事

消

息

及

外

地

訪

客

新

書

出

版

及

活

動

推

介

邢福增院長自上任以來，在主理神學院行政及公關事務之餘，亦不忘研究。他應邀應邀於去年11月
21日出席汕頭大學文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合辦的「基督宗教與中
國社會」學術研討會，任主題講員，講題為：「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衝突與融合」。11月25日，他
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福建師範大學中國基督教研究中心合辦的「全球化視野下的近
代中國與世界基督教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巨人愛恨：王明道所認識的倪柝聲」。

12月6日，邢院長應台灣東海大學校牧室邀請，出席2014東海大學周聯華牧師講座，以「華人教會的
歷史使命與時代擔當」為題，任論壇講員。12月11日，他在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

辦的「汪維藩與中國教會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論文〈與社會主義共舞的福音派：汪維藩對中國政教關係的思考與實踐〉。

2015年1月17日，他在建道神學院主辦的「2015華人教會人物研究學術研討會」上，宣傳「滕近輝牧師與八十年代初香港福音派的政教
挑戰」。

1. 黃德馨會吏（00 B.D.）父親黃達道先生於2015年1月11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於2月7日上午11時在萬國殯儀
館福海堂舉行。

2. 梁慈光牧師（02 M.Div.）岳長胡福成先生已離世，2月12日於鑽石山殯儀館出殯。

3. 翁傳鏗牧師（84 B.D.; 97 M.Theol.）父親翁益存先生於2015年1月1日息勞歸主，享年99歲。安息禮拜於 
1月31日假世界殯儀館舉行。

4. 萬淑群小姐（09 M.A.C.S.）之母親萬黃保女士安息。

5. 范建邦牧師（00 B.D.）父親范秀遠牧師，廣東省基督教協會名譽會長於11月12日安息主懷，享年91歲，安
息禮拜於11月21日舉行。

6. 陳嘉同學（B.D.）父親陳伯煌於12月12日離世，安息禮拜於12月25日舉行。

7. 馮思愉小姐（13 M.Div.）祖母馮彭婉冰安息，2014年12月29日去世，享年91歲，安息禮拜於2015年1月7日
舉行。

願離世者得享安息。

1. 朱建忠（13 B.D.）和曾其蘭（ B.D.）的女兒朱安然於1月16日出生。

2. 唐然（13 B.D.）和李春萍（13 B.D.）的女兒唐柔謙於10月14日出生。

3. 邊瑞霞同學（B.D.）的兒子出生。

願天父賜福小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

盧龍光牧師
1. 盧牧師於2015年1月8日至1月10日在吉隆坡出席由馬來西亞神學院舉辦的周年退修會講道，主題為「在亂世

中預備自己服侍上帝」。

2. 盧牧師於2月3日前往高雄，出席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主辦的「第52屆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主持工作坊，
講題為「 尋找耶路撒冷會議的決議」。他並於晚上主講專題講座，講題為「保羅在外邦的宣教策略」。

3. 2月6日至8日，盧牧師獲邀為芬蘭華人教會冬令營講員。

白德培教授
2014年12月8日至12月10日，白牧師獲邀於緬甸仰光的Myanmar Institute of Theology和Tedim Theological 
College講學，內容有關基督論及宣教學。

1. Prof. Prof. Kevin Ward來自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文學院，對東非基督教素有研究。他於2015年1月
至4月來訪本院，任教THEO5272 現代西方基督教。

2. 鄧長祐先生（08 B.D.）於11月17日起獲聘為本院同工，負責網絡及資訊科技相關工作。

3. 本院同事何雅麗女士（M.A.C.S.）於去年12月4日離職，本院感謝她過去的服侍。另，樊麗斯小姐於去年12
月1 日起獲聘接替何女士的工作，負責課程協調工作。

4. 2015年起，王曉靜博士任客席助理教授。

教授

消息

人事

消息

恭賀

哀悼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新書出版

書名：Postcolonial Imagination: Archeological Hermeneutics and Comparative Religious 
Theology

系列：景風叢書

作者： Paul S. CHUNG

出版年份：2014

頁數： 504

售價：$160

內容： This book presents postcolonial imagination in terms of archeological hermeneutics and 
comparative theology, undertaking a profound stud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Asian religions such as Mahayana Buddhism and Confucianism. It gives rise to inspiration for 
those who are committed to advancing constructive theology in the aftermath of colonialism 
for the sake of church’s responsibility and engagement with study of religions, natural 
science, and culture, especially in regard to those who are vulnerable, fragile, and victims in 
history and society.

書名： 萬代要稱妳有福—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史（1912–2012）

作者： 魏克利（Philip Wickeri）、陳睿文

系列： 香港教會系列七

出版年份：2014年

售價： HK$90

簡介：從收留貧困女子的晏氏居留院，到牧養香港島東部銅鑼灣地帶的一個牧區，香港聖公會聖

馬利亞堂在這100年中走過了怎樣的路程？本書將向您娓娓細述該堂的起源與發展，窺看她

與香港華人聖公會及香港社會風雨相連的種種，以及牧者、教友、內外環境互動的圖景，

從而呈現這一牧區百年跋涉蒙福的道路。

所屬機構 姓名
中原大學 吳昶興博士
福建神學院 岳清華院長、林德來牧師
首都師範大學 林精華教授
金陵協和神學院 董慶銀、韓北、夏德泉、林麗忠、 
2000年校友 李揚英、姚紅、胡泉源、霍成西、 
 陳鼎亮、陳智勤、林獻毅、 
 楊慧珍、吳清燕
廣東財經大學 / 中山大學 曾志輝博士
東門國際 張桂炎先生
上海土山灣博物館 陳耀王先生
英國利茲大學 Rev. Dr. Kevin Ward

哈爾濱基督教兩會 李洋洋

所屬機構 姓名
英國King’s College Prof. Olive Davies

澳洲Sydney University 吳俊文博士
美國神州傳福協會 遠志明牧師
台灣聖經公會 鄭正人牧師
美國聖經公會奈達聖經學術研究學院  彭國瑋博士
The Swedish Theological  
Institute Jerusalem 

Goran Larsson

朝日新聞 金順姬女士
美國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學 廖淦標教授、 
 林紹顏教授
美國佩斯大學 李榭熙教授
訪問代表團：浙江溫州地區神學院代表團

如果你喜歡經典聖詩並希望向其他弟兄姊妹推介…
如果你想與你的摯愛親朋分享信仰…
如果你想經歷一場感動人心的音樂會…

「我的故事，我的詩歌 ─ 一位失明詩人的傳奇和詩歌」 
音樂會是你的必然選擇。

《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記載Fanny Crosby為有史以來最具創

作力聖詩作家。不少她的詩歌，如《榮耀歸於真神 》、《有

福的確據》、《靠近十架》、《安居主懷》、《求主引我》

等都是基督徒耳熟能詳的。她雖然自幼失明，但仍一生數算

主恩。今年正值她逝世一百周年，這音樂會將會以她的詩歌

來演繹她傳奇的一生。不少香港知名音樂家將傾力演出， 
包括：梁靜宜女士、羅乃新女士 、黃健羭女士 、楊習禮先

生、曾宇軒先生、胡永正先生、梁頌恩女士、鄭之璿女士、

梅浩華牧師及240人之大專院校基督徒聯合詩班。

「我的故事，我的詩歌 ─

一位失明詩人的傳奇和詩歌」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尖沙咀梳士巴利道10號）
日期：2015年4月11日（星期六）晚上7時45分
　　　2015年4月12日（星期日）下午2時45分及晚上7時45分
票價：HK$400/ $350/$200 

　　　全日制學生╱60歲或以上的高齡人士 
　　　（七折優惠，數量有限）
　　　$140 殘疾人士及看護人（優惠）
門票預訂 ：現正在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
網上預購：www.urbtix.hk

　　　　　英語演出，中文字幕
查詢電話：3943 6708

（音樂會收益扣除開支後，將撥捐崇基學院神學院「崇基神學

教育基金」作增聘師資之用；其中十分一將捐予心光盲人院暨

學校及視障人士福音中心，以表揚芬妮．克羅斯比女士對視障

人士教育及福音事工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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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收入 '000

 崇基校董會龐萬倫基金 1,165 
 捐款：

　  校友 120
  支持教會 4,00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香港崇真會

  　香港聖公會

  　香港道循衞理聯合教會

　  　五旬節聖潔會）

　  海外教會 59
　  個別堂會 700
　  個人奉獻 500
  非中大學位學生學費 4,000
  行政服務 613
  其他 100

   11,257

HK$
支出  '000

教職員薪津 10,208
訪問學人 600
傢俬及器材 50
研究撥款 20
龐萬倫講座 20

行政費用：

　廣告╱招生活動 130
　聯誼費 65
　海外旅費╱會議專款 55
　郵電費 120
　印刷及文具 330
　學生活動 30
　神學日 80
　週四團契 48
　工讀生 10
　非中大學位學生學費 — 中大行政服務 740
　雜項 220
　教室及辦公室維修保養 450

   13,176

不敷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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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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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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殷始，神學院學生組隊於2015年2月23日（大年初五）前往邢福增院長、吳炳華牧

師、關瑞文教授及李均熊博士家裏拜年。師生在主內分享美好的食物，樂也融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