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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月來，人們就香港的民主進程問題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辯論。期間無論是討論民主還是促

近進民主，基督徒皆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與此同時，香港基督徒也因某些問題的歧見而陷入分
裂。比如：從信仰角度看，佔中運動所選用的手段是否正當？從原則上講，基督徒對民主的支持應到
什麼程度？

基督教對政治的批判性疏離
以下的反思基本上將「民主」視為一種允許全體公民平等參與政治決策過程的政治制
度。本文無意就什麼是正確的治理制度問題展開規範性的討論。取而代之，我們要講
述基督教在歷史上是如何影響並決定了民主觀念的發展方向。如果真要進行規範性的
討論，那就需要顧及以下一些基本的前提和過往的經驗：
a. 從歷史上看，基督教在各種政治制度中都能生存並且興旺發達；就此而論，基督
教並不「需要」民主。
b. 基督教也從未將某一具體的制度視為終極理想。基督徒祈求和盼望的上帝的國，
無法與任何一個特定的政治制度相等同。
c. 雖然基督教是極為入世的，它緊隨上帝進入世界，因此抗拒那種把信仰與社會
參與相分離的做法；但基督徒意識到，為一種正義的政治制度而奮鬥並非他們
的終極關懷。
d. 在其歷史中，基督徒曾把不同的政府形式都視為上帝所意欲的。事實上，
在以往的兩千年中，大多數神學家都視君主制政府為天經地義。各教會，
尤其是羅馬大公教會，長期以來一直極力反對自由民主政體。新教改革
者們也與之相去不遠，他們常常鍾情於威權政府。甚至那些對民主的發
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清教徒，也有人對民主持批判態度。著名的清教徒牧

師和美洲政治家約翰・科頓（John Cotton）在一封信
中寫道：「民主，我不認為上帝會將其設立為教會或
國民的適當政府形式。如果人民成了統治者，那麼誰
該是被統治者？」1

基督教與民主

本文的基本論點是，雖非刻意為之，但基督教藉着其基
本的思維形式和歷史經驗，促進了民主的發展。本文將
首先概述某些植根於聖經敘事中的民主思想種子，進而
簡要討論這些種子是如何在基督教歷史中發展壯大起來
的。它將回顧基督教藉以促進民主發展的三個主要的神
學和歷史階段：1）早期教會的政治神學（源自奥古斯
丁），它為後來的基督教政治思考設定了基本原理；2）
中世紀教會的敘任權之爭；3）改教家加爾文和步其後塵
的加爾文主義者，他們通過清教主義影響了英格蘭和北
美的歷史。

民主的多重起源

–基 於 教 會 史 的 反 思

然而，我們在回顧聖經和教會歷史之前，首先應搞清楚，
民主有着多個來源，而基督教決不可自稱是民主之源。
首先，民主政府在其發展過程中常常遭遇教會的抵制。
其次，民主發展的初級階段先於基督教，比如，雅典或
羅馬的部分民主制，它劃分出幾個政治層級，並且通過
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第三，現代的民主觀念受到啟蒙
思想的深刻影響。雖然啟蒙運動本身可被解釋為總體上
接續了先前的基督教歷史，但它實際上發展出與基督教
傳統大相徑庭的獨立論點。第四， 我們應該注意到，
民主形式的政府並非西方的發明。在古代印度，共和制
的邦國 — 無君主的治理結構 — 是很普遍和蓬勃，特別
是在西元前 600 年至西元 200 年間的佛陀時代。2 雖然
古代印度的民主實驗不允許全民的充分參與，但人們可
以成立新的團體，並要求有權參與政治決策 — 如果他們
沒能獲得這種權利，那麼，他們就有權另組自己的小邦
國。3 甚至在中國這麼一個視民主為舶來品的國家（有些
政治領袖喜歡鼓吹處境化的民主，即所謂的「具有中國
特色的民主」；有些人則認定民主為西方的產物；而某
些改革派人士把西方看成民主的樣板），在其歷史中也
蘊含着獨立於西方的民主成分。4 當然我們也都承認，
中國的民主實驗只是偶爾發生，只是地方自治政府對抗
中央的手段，而且主要停留在觀念層面。但它們從中國
自己的思想資源（特別是儒家思想，當然還有其他思想）
中汲取借鑒，例如大同世界的理想。這種宏大合一的理
想，不僅為儒家所推崇，也是道家和墨家的核心觀念。
但存在於中國民主思想傳統中的主要問題是，它要求國

家是一個道德羣體。在它看來，政府應是一個道德實體，
而統治者理應德高望重。5 可以說，它為國家的治理設定
了理想主義甚至是精英主義的道德前提。這些前提至今
依然限定了中國的憲政視野，並且近來再次體現在現任
領導人習近平關於不僅要以法治國，而且要以德治國的
呼籲中。6 在下文我們將會看到，基督教的信仰視角是如
何對這種寄希望于聖賢領袖的觀念予以深刻的批判。

從聖經學習或是從教會史學習？
基督徒常常對教會史抱輕蔑的態度。他們秉持新教「唯
獨聖經」的基本原則，把教會史輕看為無關緊要的東西，
認為它干擾了對聖經中基要真理的關注。他們從負面的
角度來看待教會的歷史，認為它在其中失落了教會早期
教導的純潔性，並且呼籲回到聖經以糾正歷史的畸變。
自然，基督徒討論民主的第一基準點就是聖經。在此尋
求指引的基督徒可能會發現，有幾篇經文特別有吸引力。
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人皆以上帝形象而受造的主題。這
一信念產生了兩個至關重要的政治影響。一方面，它認
為所有的人，原則上都具有同等的地位；這產生了基本
的平等原則。另一方面，它強調我們的受造性，這一本
性意味著，作為受造物，我們並不神聖神。這一觀點褪
去了所有政治統治者的神話色彩。它視他們為凡夫俗子，
抨擊任何把政治領導人描繪成英雄或半神的做法。傳統
上，君主或獨裁者之類的威權領袖都喜歡擺出一副受命
於天、神文聖武的架勢。這種對政治領袖的拔高甚至神
化與基督教強調人人受造而平等的觀念大相逕庭。
另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出埃及的故事，它講述了上帝以一
次解放行動來啟示自己。出埃及就是擺脫一個聖禮式的
政治體制，擺脫一位自稱擁有半神地位的法老。這一事
件構成了猶太教和基督教傳統的基礎。它的影響力與創
世記第一章相似：不僅為一種祛魅性的政治觀奠定了基
礎，7 而且為一種相信上帝可通過政治解放事件來彰顯自
己的信念奠定了基礎。
後來，以色列對上帝王權的信仰以及先知們對以色列諸
王的批評，都將上帝視為淩駕於所有政治事務之上的
終極權威，因此都削弱了政治統治者的權力，並且防止
了政治倒退回聖禮化狀態。先知們提醒政治統治者們，
他們的權威受限於上帝的話語和上帝的王權。其他的主
題則出現在福音書中，特別是在耶穌對希律王朝統治者
的批判當中。這些統治者企圖把自己裝扮成大衛王朝的
諸王，讓人以為他們就是彌賽亞。但當耶穌騎着一頭驢

1. John Cotton, “Letter to William Fiennes, Lord Saye and Sele,”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Cotton, ed. Sargent Bush J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245.

2

2.

Steven Muhlberger, “Republics and Quasi-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Ancient India,” in The Secret History of Democracy, eds. Benjamin Isakhan and
Stephen Stockwell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51.

3.

Ibid., 52.

4.

Pauline Keating, “Digging for Democracy in China,” in Isakhan and Stockwell, The Secret History of Democracy, 61. See further R. V. Des Forges,
“Democracy in Chinese History,” in Chinese Democracy and the Crisis of 1989, eds. R. V. Des Forges, L. Ning, and Y. B. Wu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1-52.

5.

同上，64。

6.

「要實現這些目標 [ 依法治國 ]，[ 我們 ] 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Document approved a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quoted from “Governing through two opposing schools of thought,” Sunday Morning Post, November 23, 2014, A7.

7.

Harvey Cox, The Secular City: Secular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25-30.

駒進入耶路撒冷時，他就是在以生動的形象對希律王進
入耶路撒冷時趾高氣揚的場面進行嘲諷式的批判。8

這些例子略略說明了圍繞聖經基礎本身的爭議，以及試
圖簡單「回歸聖經」的問題。因此對聖經的解釋需要顧
及人們解讀聖經的歷史，因為聖經經文的潛能是通過它
們在歷史上被人解釋和實踐的方式來展示的。就此而論，
基督教歷史可被視為聖經文本的解經史 :13 解釋史塑造了
聖經文本，而聖經文本也藉着這一歷史釋出它那往往是
模棱兩可的內容。

藉着這個框架，奥古斯丁把教會描繪為天上之城映現於
歷史和世界中的一個影像，這個影像永遠不能與天上之
城相等同，而天上之城也永遠不可能在地上被完全實現。
由此，奥古斯丁拒絕了任何期待上帝的國度在此世得以
實現的理想主義觀點。同時，教會與天上之城的關聯並
對其的指標角色也使其與世俗國家形成對照並凌駕它；
地上之城要順服於上帝之城，由此推論，它也應順服於
教會。奥古斯丁籍此表達出教會在與任何政治性的主權
聲明相抗衡時懷有的強烈自信，為後來的政教衝突奠定
了基礎。
奥古斯丁政治神學的意義在於，首先，他提供了一種政
教並存的概念，二者皆有其各自的權利。其次，他為教
會對一切政治權力的徹底批判態度奠定了基礎，視這些
政治權力為屬人的，不是屬上帝的。一切政治權力都與
地上之城相關聯，都源於魔鬼。沒有任何一個世俗的社
會秩序或政治實體能與上帝之城相平等，上帝之城與世
俗秩序始終處於一種尖銳的張力之中。憑着這一觀點，
奥古斯丁對那些神化或聖化政治的做法，重申和深化了
聖經先前的反對立場。第三，他對政治權力的反對立場
也延伸至教會。這意味著，基督教帝國的觀念 — 比如凱
撒利亞的優西比烏對君士坦丁的統治所持的看法 — 是錯
誤的。即使教會直接行使政治權力，也不意味着上帝之
城已經實現，因為塵世間沒有一個實體可與上帝之城相
媲美。它的公民始終是向着天國前進的朝聖者。

–基 於 教 會 史 的 反 思

今天的一些聖經讀者可能較強調解放性敘事，而另一些
則較強調權威和順服；但雙方都要面對的更深層問題是，
他們所青睞的聖經故事（還有許多其他的內容）一直被
人以形形色色甚至互不相容的方式加以解讀。比如：人
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信念不僅被用於支持平等；曾經有
好幾百年，它還被人輕而易舉地引進到君主制和其他威
權式政治制度的意識形態之中。相反，政治保守派人士
偏愛的羅馬書 13 章 1 至 7 節關於順服掌權者的著名告誡，
則一直被人詮釋得更具抗爭意味（dissenting）：卡爾・
巴特視其為對政治強權的去合法化；9 反抗種族隔離制度
的南非基督徒堅持認為，羅馬書第 13 章並不適用於他們
的處境，因為它不能與所有其他要求基督徒不與壓迫性
統治者合作的聖經經文相矛盾；10 而尤達（John Howard
Yoder）強調，我們在解讀這一段時，應將其視為羅馬書
第 12 章和 13 章這一更大論述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說，
保羅在要求順服之前，先發出了不合作的呼籲。11 他也提
醒我們，保羅的書信承認既定的權力，但沒有把某個特
定的政府視為上帝所命定的。另外，保羅要求基督徒順
服於一個他們無權發聲的政府；但如果公民在技術上有
權選擇他們自己的政府，情況可能會很不一樣。12

奥古斯丁是清楚地發展出一種政治神學的第一人，並且
為 以 後 的 全 部 政 治 神 學 奠 定 了 基 礎。 西 元 410 年，
羅馬陷落於入侵的哥特人之手，人們由此對基督教信仰
的成效產生了廣泛懷疑。這構成了奥古斯丁的寫作背景。
為了回應這些疑慮，奥古斯丁寫了《上帝之城》。在這
部著作中，奥古斯丁將世界歷史描述為兩種社會或秩序
的對峙史：上帝之城（civitas Dei）和地上之城（civitas
terrena）。兩座城源於不同的超自然力量：一個是屬上
帝的，另一個是屬魔鬼的。奥古斯丁展示了天上的耶路
撒冷 — 那位讚美和感恩上帝的城 — 是如何與所有地上
帝國的廢墟分庭抗禮的。由此羅馬或其他任何帝國的陷
落都被視為上帝照管的一部分。

基督教與民主

但另一方面，聖經中也有眾多的主題與這些關於解放及
平等的故事格格不入。尤其不能忽視的基本事實是，
聖經敘事是在一個把順服父權式家長和社群領袖當成理
所當然的處境中展開的。在歷史上，這種對父權式家長
和社群領袖的順服非常容易轉變成對君主和其他威權領
袖的順服。另外，聖經中關於耶穌及他的行動的故事，
每每反映了強烈的天啟盼望。這一盼望認定，由上帝介
入和宇宙事件所引發的變革迫在眉睫，因此它削弱了人
們在「塵世間」謀求政治正義的動力。

奥古斯丁的政治神學

奥古斯丁對於民主的發展做出了哪些貢獻呢？奥古斯丁
並未提出任何民主觀念。但他對政治性政府的批判性觀
點，視其與地上之城密切相關，有助於剝去政治統治的
神聖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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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任權之爭的政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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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面上看，發生於 11 世紀西方基督教的敘任權之爭
（investiture conﬂict）只是政治性政府與宗教性政府圍
繞着主教和修道院院長的任命權，進而圍繞着地區乃至
世界的終極治理權而展開的衝突。在教宗格列高里七世
（Gregory VII）絕罰了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之後，
敘任權之爭在戲劇性的卡諾薩事件（1077）中達到高
潮。由於被革除教籍，亨利不得不採取一系列悔罪行動，
乞求教宗撤銷對他的處罰。從事件的表面來看，人們可
能會對如此赤裸裸的強權政治感到驚訝，並對一個如此
執迷權力的教會深惡痛絕。如果對事情做浮光掠影的掃
視，我們確實看不到此事件和民主有丁點的關係，只看
到兩個熱衷於獨尊權力的君主之間發生的戰爭。

–基 於 教 會 史 的 反 思

然而，在西方基督教歷史上，沒有哪件事件比這一事件
更為促進了參與型政治的發展。首先，教會成功地削弱
了政治對其內部事務的影響。在使宗教信仰擺脫政治干
預的過程中，這是重要的一步。這一事件與大多數傳統
社會形成鮮明對照。在那些社會裡，政治統治者由於自
視為神與世界之間的終極中保，全都聲稱有權處理宗教
事務。其次，迫使皇帝臣服於教會的管教權還產生了一
種平等化效應：通過將其權威擴展至國王和貴族，教會
強調了，這些世俗的統治者都必須像普通人一樣，服從
相同的道德法則，接受同等的約束。第三，亨利四世遭
受的羞辱激發了世俗統治者對於教會的疑慮，並使他們
越發要限制教宗的權力。正如宗教機構要求一種不受政
治干預的自由一樣，政治機構同樣需要一種不受教會干
涉的獨立地位。屬靈國度與政治國度之間的角力導致雙
方都強調它們的自主權，並且最終為歐洲將不同生活領
域區分開來的世俗化過程奠定了基礎。雖然世俗化常常
被視為負面的 — 教會和基督教價值觀喪失了對公共生活
的關聯性和影響力 — 但它實際上促進了公共生活中受到
高度珍視的價值觀的發展：如民主、表達自由和人權。
歸根結底，這可能是敘任權之爭最為重要的成果。14
還需補充的是，現代化並不一定也不會自然而然地導致
世俗化— 現代社會還同樣經歷了去世俗化和再神聖化的
過程。15 歐洲的世俗化軌跡是相當獨特的，是歐洲獨特處
境的結果。16 對於以後的發展至關重要的是，宗教改革以
後的歷次戰爭引發了把宗教視為衝突之源的批評。雖然
這些所謂的「信仰宣認戰爭」（confessional wars）在很
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但它們傾覆了教會與國家之間的
平衡，使國家處於上風，並且使許多人將國家視為抵制
宗教分裂的和平力量。歐洲的世俗化進程因此朝著替代
主義式的方向發展，即，世俗化的現代國家替代了宗教
在公共生活中的權威；這一政治上的發展與那種用現代
理性替代基督教上帝的文化發展過程相似。

因此，敘任權之爭（以及後來的世俗化過程）的重要遺
產就是對生活領域的區分。人們參與人事、政策和制度
等方面政治變革的心靈自由只有在一種非宗教的政治觀
基礎上才有可能。在這樣的政治觀審視之下，各種機構
和統治者都失去了神聖的光環。民主的發展最終需要一
個非聖化的政治領袖觀。換言之，獨裁統治總是需要在
一定程度上聖化政治權力。
最後，歐洲的分裂史還產生了另一個積極的結果：它阻
撓了凌駕於整個大陸的霸權的興起，由此（當然還有地
理及其他原因）使歐洲未能發展成一個龐大和統一的基
督教帝國。雖然在歐洲歷史的某些時期，有些統治者能
夠將歐洲的大片地區統一在一個帝國之中。但在大部分
時期，歐洲是以小國林立的形式發展起來的。相應的，
這也有利於人民參與政治事務：正如大帝國的歷史甚至
歐盟或美國那樣的大型民主制度所顯示的，大型的政治
實體會使人變得無能為力。

加爾文和清教改革
雖然宗教改革家們不直接關心民主，但他們的生平有助
於激勵和培植後來的民主發展。比如，馬丁・路德的政
治觀念相當保守，但當他敢於直面皇帝和教宗的怒氣時，
他的行為就示範出政治上的反權威主義精神。
更有甚者，宗教改革家們也提供了激勵民主發展的各種
觀念。其中一種觀念就是唯獨信心無需中保的救恩，它
除去了對於教士型和制度型中保的需求，並且賦予個人
以價值和完全的責任。另一個觀念是信徒皆祭司，它通
過將每個人都看成擁有權柄的祭司，促成了類似的平等
化效果。路德的屬世和屬靈兩個國度的理論，經常被人
不假思索地解釋為一種寂靜主義的呼籲，倡導基督徒消
極順服和不捲入政治事務。但現在，多數詮釋者認識到，
應將其理解為重申了敘任權之爭中對生活領域的劃分和
對政治的祛魅。
在宗教改革家中，加爾文可能是對民主的發展做出了最
重大歷史貢獻的人，特別是他對上帝主權和人性極度敗
壞的強調。17 藉着帶有抗爭和分離傾向的清教傳統，18 加
爾文主義 19 強烈影響了北美的政治傳統，發展出一種對
政治權力的深刻批判態度。20 改革宗傳統相信上帝直接統
治，人們常將這種觀念視為神權政治的體現（這觀念與
相信上帝借助地上的代表來間接統治的傳統觀念截然不
同）。對上帝直接統治的信念事實上促成人們形成了一
種全盤否定統治者和制度合法性的態度。這種對政府的
徹底批判態度構成了美國政治的基質。加爾文有個著名
的宣言：「我們不屬於自己……相反，我們是屬上帝的；
因此，讓我們向着他而生而死。」21 這一宣言很容易被人
理解成下面的意思：「我們不僅不屬於自己，我們也不
屬於其他人。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其他主子。」

14. 將敘任權之爭解釋為歐洲世俗化運動的根基的關鍵貢獻來自於德國的法學和憲法學學者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The Rise of the State as a
Process of Secularization,” In idem, State, Society, and Liberty: Studies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Constitutional Law (New York: Berg, 1991), 26-46. 這些
思想是在 1967 年的一次演講中首次提出。
15. Peter Berger,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A Global Overview,” in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ed. P.
Berger (Grand Rapids: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1999), 1-18.
16. David Martin, Tongues of Fire: The Explosion of Protestantism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Blackwell, 1990),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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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關於上帝的主權，見 Institutes, book 1, chapter 1, 3 和 2；關於人類的敗壞，見 book 2, chapter 1, particularly paragraphs 8-11。

然而，否定政治統治者和制度的合法性是這觀念最極端
的推論；改革宗傳統中的基督徒依然明白，他們需要建
設性的政治。但為此需要考慮到，人會為了榮耀自我而
攫取、壟斷和濫用權力。因此，權力必須受到制約。這
種批判性的態度不僅指向國家，也延伸至教會和教會所
追求的權力。教會為著獲取政權而採取的任何行動都不
被認可。

結論
礙於篇幅，只能列舉上面這三個源於基督教信念和信仰
實踐的歷史實例。還有其他同樣值得思考的例子，其中
包括：1）激進的宗教改革者，儘管持強硬的分離主義立
場，並且對世界抱負面態度，他們依然接受了世界的世

–基 於 教 會 史 的 反 思

北美英格蘭移民的歷史經驗完全不同於身處歐洲的那些
人。後者把宗教視為分裂之源，因此他們尋求強大的國
家來保護他們免受宗教分裂之苦，最終走上了一條在很
大程度上反對宗教（基督教）信仰的現代化道路。與之
相反，前者卻體驗到國家和官方教會聯手實施的迫害。
因此，他們想要建立一個弱體制的國家，使其在干預宗
教事務時有所克制。然而，正如歐洲和美國民主思想的
不同發展道路所顯明的，加於政府的各項限制也在一定
程度上成為政府的弱點。一個例子就是不同的福利政策：
歐洲人賦予國家在分配社會福利方面的核心責任；相反，
美國則把福利看成為主要是私人的責任。另一個例子就
是經濟政策：美國相當軟弱的政治體制在限制新自由主
義經濟和大型經濟財團的霸權方面顯得較力不從心。
由於對人攫取和僭越權力的傾向始終抱有疑慮，美國無
法設立各項制度來防止對經濟性的權力掠奪。軟弱的政
治體制使美國不太能抑制破壞性的個人主義和經濟專制。

最後的總結性評論將我們帶回中國。加爾文主義對於美
國民主發展的影響與植根於儒家的民主觀點截然不同。
但如果一種信仰能使人意識到易於墮落的天性，意識到
人類軟弱無力的悲慘境地，人就不會輕易落入對明君聖
王的虛幻期盼之中。人間領袖的歷史就是他們昏聵無能
和利慾薰心的記錄，當中只有極短暫的時間能見到他們
挺身面對時代的需要。領袖們之所以顯得很偉大，常常
是因為他們把苦難轉嫁給國內外受到忽視的人民。這不
意味着所有的政治領導人都是一丘之貉：顯然，有壞的
領導人，也有好的領導人。但深受加爾文主義悲觀人性
論影響的人不會害怕看到，那些道貌岸然的領袖會像其
他人一樣腐敗和自私。

基督教與民主

這種矛盾 — 既否定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又通過設立制度
方式來建設性地參與政治，以抑制邪惡 — 導致了兩個主
要的政治發展：憲政（constitutionalism），以及與一
個配以政治制衡（political checks and balances）系統
的參與型政治。憲政通過一種明確的憲法框架來限制政
治領袖們的權力，但它也應限制人民在民主制度中的權
力。制衡系統旨在防止任何一個政治權力 — 行政、立法
或司法 — 主宰政治事務。對這樣一個系統的廣義理解還
包括媒體和公民社會，它們在控制那些被授予治理權力
者方面發揮着同等重要的作用。保護表達自由和保護一
個生機勃勃的公民社會免於國家的干涉就是這個憲政框
架的關鍵元素。正如在美國發展起來的民主所表現的，
民主不僅僅是驕傲地高揚人的主權和與生俱來的各項權
利。這些植根於啟蒙思想中的觀點固然有一定的作用，
但它們受到加爾文遺產的影響，使人意識到人的脆弱和
敗壞傾向，從而引導人限制權力並使人順服於上帝的國
度。

俗性，允許世界按照自身的邏輯運行；2）鮮為人知的
十六和十七世紀耶穌會和道明會的神學家們，在其提出
的新經院神學理論中，他們把教會的保守主義與政治上
的進步主義觀點結合起來，認為國家的政治權威植根於
人民的同意之中；22 3）在十九世紀早期福音派覺醒運動
中興起的政治抗爭運動，它呼籲終止殖民主義、奴隸制
和剝削；4）以及教會對於 20 世紀歐洲極權主義的回應，
它叫人們意識到民主體制的脆弱性，某些看似文明的社
會可以輕而易舉地幹出野蠻的暴行。基督教歷史上的這
些時期或其他時期，並沒有產生出民主思想和制度，但
它們構成了民主制度得以成長的豐沃土壤；它們為民主
的發展指出了具體的方向；而且它們說明人們認識到民
主政府的內在弱點 — 這些弱點雖不構成反對民主的理
由，但的確在提醒我們，塵世間的任何政府都只具有相
對的價值。

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把基督教看成是憲政發展的重要因
素，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正在於此。並不是因為現代國家
需要某種信仰以填補它的心靈空虛。任何一個宗教都可
擔此大任。而是因為：1）基督教剝去了政治領袖們的神
聖光環，以現實主義的眼光將他們 — 還有掌權的官僚
們 — 看成是有着各樣缺點但有時也會表現出優點的普通
人；2）基督教信仰有助於產生一種限制人類罪性權勢的
政治制度，使人不至於為了一己私利而毫無顧忌地行使
權力；3）基督徒們對於民主不抱任何的樂觀情緒。籍著
在上帝面前的謙卑，他們認識到，民主並不是天上的耶
路撒冷，它帶來的公義始終不盡完美。
基督徒必須勇於承認，他們對憲政的選擇是建立在對敗
壞的人性有所體察的入世現實主義基礎上的。我們不應
從我們所宣稱的上帝旨意裡直接推出我們在憲法和政治
上的偏好；除了被釘十字架的基督，上帝與政治世界之
間沒有直接的橋樑。

（翻譯：賴全忠）
18. Robert P. Kraynak, Christian Faith and Modern Democracy: God and Politics in the Fallen World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1), 118.
19. 加爾文主義作為一種不同於加爾文本人的運動，最好稱之為「改革宗」See Alister E. McGrath, A Life of John Calvin: A Study in the Shaping of
Western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6), 207.
20. See overall H. R. Niebuhr, The Kingdom of God in America: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Martin E. Marty (1937;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7-87.
21. Institutes book 3, chapter 7, 1.
22. Kraynak, Christian Faith and Modern Democracy, 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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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

— 吳碧珊（86’ B.D.）
吳碧珊牧師，1986年，畢業於本院神道學學士課程，1991年，她被中華基督教會
香港區會按立為牧師，曾於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事奉，後於信義宗神學院進修，
1996年完成教牧學博士，並成立「妍社」。2007年起回到區會事奉，現為中華基
督教會香港區會的副總幹事。

問： 想當年，你工作多年才重回校園攻讀神學，會否充滿挑戰？
答： 最大的挑戰相信在體能方面。在中文大學攻讀神學，學生都要
上體育課，考體能，跑二千公尺，還有籃球測試，殊不簡單；
其次就是學國文，那時，我的老師是著名的作家小思，而作
文又不是我的強項（於中學時代，修讀理科的），顯得有點吃
力；有些課堂更牽涉哲學，看書本時我能把每個字都讀懂，但
是理解就得花上很長時間。大家各自讀完書後會交流和分享一
番，幫助了解書本內容。總體而言，工作了十年才重返校園，
我和同學在年齡上的差距也不小，但是大家的學習氣氛相當不
錯，互相幫忙，使我也能夠融入校園生活。
問： 是什麼令你回到校園讀神學的呢？

神學院的草地上
）畢業，和同學於
吳碧珊牧師（右二
合照留念。

答： 記得在1976年的新生命運動，葛培理牧師到香港進行大型的佈道會，借此機會幫助我重新審視
信仰，思考應如何去服侍上主。那時我在教會有一些服侍，總覺得自己有所不足，想再進修。
當時，我教會的顧問牧師是李熾昌牧師，他鼓勵我到崇基讀神學。但我爸爸卻有些猶疑，因為他
擔心修讀完神學的女孩子不能結婚。因為在那個年代，一般的女傳道是沒有結婚的。李牧師立刻
向我父親澄清，才令他安心。我讀着讀着，在第四年結婚了。我爸爸唯一擔心的問題就解決了，
也就很支持我，使我能放下了多年的工作，攻讀神學。
問： 讀書的時候，有什麼事令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答： 在崇基讀書的時候，相對其他年紀較小的同班同學，如：黃慧貞，我算是較年長的。當時的學
生不多，老師和同學之間的關係很密切，一起談天說笑。宿舍生活更多姿多彩，女生住四樓，
男生住三樓，一有空閒就「胡鬧」起來。有一次，我被「禁錮」在男生的房間裏，女生衝來
「營救」我，令人哭笑不得。那時候，同學們一起做飯和煮糖
水，原來，男同學做飯也很好吃的，像盧君灝牧師。師兄妹
的感情都很好，好像「肥哥」（吳達維）、梁秀珊、張美
珍、黃慧貞、黎志添和鄭美玲等等，我們直到現在都有聯
繫。老師如「江Sir」，陳佐才牧師，周天和牧師等等都跟
同學打成一片，令人好不懷念。
問： 作為女性，在牧養中曾遇到什麼挑戰嗎？
答： 作為一個牧者和女性，我曾問上帝，究竟選擇我是有怎
樣的深意？那個年代，女牧師比較少，而我是教會裏第
一個女性成為主任牧師，弟兄姊妹對我有不少的期望。
同時，我的身分是媽媽，很多教友都難免將我和男性牧
師比較。我經常問上帝，為什麼要選擇我？
出席同學兼老友黎
志添和黃慧貞的婚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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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曾服侍青少年團契，晚上經常「拉大隊」吃夜宵，可是，
我的孩子還在宿舍。我應該和青少年留在一起，還是該回去陪
孩子呢？我常常處於這種拉力中。上帝明知道我是個女人，
但卻將這個牧養的任務交給我，叫我如何是好。那段時間的我很
迷茫，不太知道自己的身分。
問：你曾談及教友難免將男女牧者作比較，你如何看待這些比
較？

人物專訪

答： 當我被事奉的堂會向區會推薦，申請成為牧師，在區會接受
考問心事的時候，曾有一位牧師問我，你結婚了沒有？我說
已婚；他繼續問，你有沒有孩子？我回答說：「小朋友是上
吳牧師和部分當年
帝賜給我的，祂若給我，祂就會賜我有能力去照顧他。」我
的同學仍保持密切
的聯絡。
非常明白這位牧師是對我牧職事奉的關心，然而為什麼這位
牧者會問我這些問題呢？他也會如此問男同工這些問題嗎？當時教會的牧者和教友，很容易把牧
者的性別、能力和參與工作的範疇拉上關係。
記得有一年教會要重新裝修，我當時懷了孩子，作為牧師，特別是為女性，在懷孕的時候要到不
同的位置查看以免有偷工減料的情況，也的確不太方便；我還記得有一次，教友剛離世，我要到
殯儀館負責安息禮拜，當時有妊娠反應，強忍得非常辛苦，但也不想人知道，擔心會讓人認為我
做得不好，影嚮了教友對女牧者的看法。後來，這些經驗都讓我更了解和關注女性在工作上所遇
到的問題，也讓我找到了牧養的方向。
問： 你特別關注婦女牧養，有什麼原因嗎？
答： 在崇基讀書的時候，我已關注和女性相關的課題，愛聆聽女性的經驗，1988年，我和一群關懷
香港前途與教會更新的基督徒婦女成立了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從崇基神學院畢業後，我曾到信
義宗進修及到德國交流，過程中拓闊了視野，也更清楚自己的路向。我總結婦女的經驗和掙扎，
寫自己關心的婦女議題，包括福音對婦女的意義，特別是對貧窮婦女來說，什麼是她們的福音。
後來，李清詞牧師鼓勵我，我就於1996年開展了一個婦女中心，名為「妍社」，是服侍基層婦女
的中心，接觸以新移民及單親婦女為主的基層婦女，透過關懷、愛心服務和活動，協助這些婦女
建立健康自信的生命基礎。
在妍社，上帝讓我很多機會接觸基層婦女，有在工廠工作的婦女，也有從內地游泳偷渡到香港
的婦女；曾有一個母親生了三個女兒，懷了第四個孩子也是個女的，那婦女竟感到難以啟齒。
天啊。為何生個女兒要感到羞恥呢？這是我所不明白的；還有一些婦女，和丈夫的性關係出現問
題等等。剛剛接觸她們時，這些都使我腦中都浮現很多疑問，滿以為將所學的神學，化作牧養方
向，期望她們可以探視自己各人所曾經驗過的傷害，透過陳述自己的故事，再建立信心面對自己
人生，但發現又實在不容易，因有很多的傷害已埋藏多年，她們是不願意再展開這等傷口。漸漸
地，我學會用另一種牧養取向，欣賞她們面對困難的勇氣，鼓勵她們欣賞自己。我覺得豐富了我
的信仰。在過程中，我跟她們分享我所知道和學習的，透過和她們的相遇，大家互相撫平傷痕。
問： 對神學院有什麼意見嗎？對學生有什麼建議？
答： 希望新院長和團隊可以找到崇基神學院獨特的地方。以前的師生比例令師生較接近，師生之間的
關係也比較好。希望新團隊開設不同的課程之餘，也要審視自己的定位和處境。
神學院就像社會的縮影，同學有不同的經驗和關注，要能彼此尊重、欣賞和學習。很多時候，
大家會有不同的意見，各自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若能對別人的感受更敏銳一點，就能讓別人更
能理解和接受所傳達的意見。
問： 你踏入退休之年，對將來有什麼計畫嗎？
答： 我已經步入花甲之年，希望能在區會工作至2018年，也就是中華基督教會的百年慶典。神學畢業
後，第一個十年我在堂會工作，第二個十年我在婦女中心工作，區會已經做了八年，其實，我早
就想退休了，但找接班人不容易。中華基督教會現有80多位牧師，150多位宣教師，20多個神學
生，雖然我不是負責堂會，但退休前，我希望能多關心他們的工作，牧養和關心這個群體。
我丈夫提早退休了，現正在學中醫。我也很期待有時間可以靜下來把過往所見所聞作比較深刻的
神學反省。退休以後，暫時沒有安排，只想全心全意做好現在的工作。
訪問、整理及撰文：李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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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校牧，真的退休了

2002年7月，吳炳華牧師獲當時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差派到神學組，負責本院教牧事工部及教牧工作，轉眼已經
十三年。

柔和與謙卑
跟吳牧師學生相熟的學生都稱讚他是一位柔和謙卑的牧者日談及在神學院的
生活，他表示從教授和同事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無論是從年長的教授，還
是從年青的教授。「認識盧龍光牧師很久，從他身上也學習到很多東西。他
沒有修讀過輔導，但卻往往能令來求助的人得到安慰，給我很深印象；新任
院長邢福增教授為人客氣，相當有禮貌，與他合作很輕鬆；溫偉耀教授大情
大性，對神學和靈修學都在行；黃根春教授則對學校制度有很多認識，在我
初到貴境的時候，很有耐性地向我解釋中文大學的制度；關瑞文教授則是個
我心中的『聰明仔』，我有很多機會與他共事，從他身上學到如何處理學生問
題的技巧，他往往給我很多提醒和意見；龔立人教授的講道內容很豐富，反省
很深刻，我很喜歡聽；其他的教授們都相當友善，實在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東
西。」吳炳華逐一點評。
辦公室內除了教授們，還有一眾「不容易服侍」的女同事。他表示大家的關係
非常好，女同事們也特別關照他。「有時候，她們會欺負我，例如有東西分享
時故意不讓我吃，趕我回去房間，逗我開心，但其實每當我外出開會，她們若有東西吃，都一定會留我一份。」
吳牧師對人彬彬有禮，工友們都很喜愛他。「他對我們工友很好，很有禮貌，不論人的地位，這令我很感動。」
祥哥直言不捨得吳牧師。「吳牧師對人客氣，勞煩我們做事都會『唔該前、唔該後』。」群姐也急不及待地說。
連服務神學院短短數年的娟姐也大讚吳牧師，可見他的粉絲也不少。

校園柴可夫
如果你住在中文大學，你必定會常常看見吳牧師的座駕。這座駕常常被譽為「家中拖鞋」，因為他的車總是在校園
中奔馳，除前往加油外，就鮮有駛往校園之外。「哈哈！是的，我不太懂得認路，也不愛在公路上駕駛，買車只是
因為校園內的居所離火車站較遠，為了讓師母和子女上班和上學方便才購置。」多年來，吳牧師克盡己任，有如
「的士」，只要不需要工作，一接到Call（召喚），立即行動；除了為家庭服務，同事有要求，他從不拒絕：去銀行
辦公事，往超級市場買活動用的小食和飲品，載着大包大包的郵件往崇基行政樓寄信，都全是吳牧師的副業。雖然
這「家中拖鞋」多在校園裏使用，但也走了不少公里，隨着吳牧師退休，相信見到座駕CX2862的機會也不多了。

大膽批判
吳牧師自言從來是一個循規蹈矩的人，服從權威，想也沒有想過挑戰別人。但他加入崇基神學院後，直言受崇基的
思維方法影響頗大，思考問題時不限於一個角度，考慮事情時較以往全面。聽聞吳師母也投訴他：「駛唔駛甘critical
（批判）呀？」 。吳牧師笑着澄清：「我的性格一向比較溫和，從不會挑戰她。有一次，和她談及對某些事件的處
理方法時，我提出不同的看法，並挑戰她，所以她感到有點不知所措。」吳牧師發現，原來自己已不知不覺地受了
影嚮，慚慚地改變了。

真的退休了
吳牧師在神學院的工作主要是帶領靈命小組和退修營，負責和學生一同籌備週會及崇拜，近年，他更加需要兼顧文
憑課程，當然，與崇基神學生同行也是他的主要工作。十三年下來，他和不少同學和畢業生都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亦師亦友。踏入最後一年，吳牧師的歡送活動不絕。學生會在步行籌款的晚宴上，為吳牧師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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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有何計劃？吳牧師聲稱自己不是一個懂得好好計劃的人，自身並無物業。教會為他
安排了宿舍，讓退休牧者老有所居，但條件是年滿十八歲子女不得同住。吳牧師正苦惱
之際，上帝的恩典總是夠用，一位熱心的教友願意無條件地把空置，而且位處香港中心
的單位借出，讓其子女有地方可住，令他非常感恩。
回顧在神學院的十三年，他發現自己喜歡對人的
工作，也愛與人建立關係。「將近退休時，我獲
派負責文憑課程的工作，實不相瞞，我感到有點
壓力。所以，退休也把我從這些壓力中釋放出
來。」退休後，吳牧師希望能把過往為靈命小組
準備的資料整理，有機會的話，望能集結出版，
分享他多年的經驗；有需要的話，他也會盡可能
抽時間在教會事奉，帶領默想或營會。

我們的校牧，真的退休了

送；結業崇拜時，同學們又編了一首歌，獻給吳牧師；辦公室的同事更為他舉辦了一個
卡拉OK歡送會，讓大家盡唱心中情。凡此種種，都令他非常感動。他珍惜這一切的情
誼。

學生、同事、老師
都依依不捨
……

後記
日後，同學們或許不會再看見柔和謙卑的吳
牧師駕着他的「家中拖鞋」出沒校園；又或
許，同事往超級市場或銀行不再如斯方便。
但是，我們歡迎你再於小食時間突然出現，
和大家共同分享退休生活。

一高下。
神學院「歌王」決

再見「華仔
」。

同學們的心
意，由邢院
長代表
送上。

訪問、撰文：李廣平
伍渭文牧師、溫偉耀博士也
高歌一曲，送別吳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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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我的詩歌：一位失明詩人的傳奇和詩歌﹂音樂會

了紀念失明聖詩作家芬妮・克羅斯比女士逝世一百周年，崇基學院神學

為院校友會於2015年4月11日及12日重演一共三場的音樂劇「我的故事．
我的詩歌：一位失明詩人的傳奇和詩歌」。

兩年前，音樂劇得到相當大的迴響，故此，校友會決定
再次把芬妮．克羅斯比女士的故事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
廳上演，以致有更多的觀眾可入場觀看，感動更多的生
命。今次音樂會收益扣除開支後，除撥捐崇基學院神學
院「崇基神學教育基金」作增聘師資之用，其中部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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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典禮
開幕典禮於4月11日5時30分在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港
青）南座三樓宴會廳舉行，由黃元山先生（10’
M.A.C.S。）主持。當日嘉賓雲集，劉俊泉先
生（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李炳光牧師（中華
基督教青年會董事）、黃佩翰先生（香港基督
教青年會會長）、袁天佑牧師（循道衞理聯合
教會會長）、蘇成溢牧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
區會總幹事）、王福義博士（崇真會會長）、
盧龍光牧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榮休院
長）、陳衍昌法政牧師（神學校董會主席）、
沈祖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方永平教
授（崇基學院副院長）、夏千福先生（美國駐
香港及澳門總領事）均有出席。
典禮開始後，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致歡迎詞
後，沈祖堯校長、方永平副院長、夏千福總領
事、心光盲人院暨學校院長林樊潔芳女士、視
障人士福音中心主席杜本文博士輪流致辭。（講辭刊於頁1216）
最後，主辦單位致送紀念品予製作團隊、小組合唱、樂團、
詩班、演員及贊助人。開幕禮完成後，嘉賓及表演者隨即移
師到香港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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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譽重演的「我的故事．我的詩歌」音樂會經製作單位重新編排後再現文化
中心，為賓客帶來嶄新的感覺。是次音樂會共三場，特別加開午場，讓更多
的學生和家長可入場欣賞，總入場人數逾四千。校友會更覓得善長捐款，
資助低收入家庭入場觀看。視障人士福音中心更提供視障人士專用的場刊，
讓參與的視障人士能夠更加投入音樂會當中。三場音樂會均順利舉行，觀眾
對演出讚不絕口。大部分參與的樂手、詩班、表演者均作義務演出。音樂會
扣除場租及其他開支後，共籌到款項約三十萬元，當中部分款項會捐給心光
盲人院暨學校及視障人士福音中心。

﹁我的故事．我的詩歌：一位失明詩人的傳奇和詩歌﹂音樂會

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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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增教授
﹁我的故事．我的詩歌：一位失明詩人的傳奇和詩歌﹂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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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領 事、 林樊 潔
沈祖 堯校 長、 方永 平教 授、 夏千
政牧 師、 張亦 農牧
芳女 士、 杜本 文博 士， 陳衍 昌法
代表香港中文大
師，各位尊貴來賓及演出者，在此謹
歡迎 大家 出席 「我 的
學崇 基學 院神 學院 及校 友會 再次
的傳奇和詩歌」音樂會
故事．我的詩歌：一位失明詩人
的開幕禮。
人， 神學 院的 同工 ，為 了
最近 一段 日子 ，我 看見 校友 會各
然更 不用 說是 參與 演出 的一
這次 音樂 會而 忙得 透不 過氣 （當
員， 還有 台前 幕後 的工 作人
眾音 樂家 、詩 班、 特別 是眾 小演
憂慮售票及奉獻情況，還有
員）。既要擔心如何宣傳及推廣，又
。有 時也 不禁 問： 耗費 那麼 多的
如何 在三 場表 演中 維持 最佳 狀態
值
甚麼 ？崇 基學 院神 學院 憑甚 麼，
人力 、物 力、 時間 ，究 竟為 的是
非常不配。
得那麼多人付出？每念及此，就覺得
學校、視
音樂會，除了幫助心光盲人院暨
當然，這是一場以籌款為目的的
基學 院
作崇
將用
益，
的收
主要
士的 機構 外，
障人 士福 音中 心兩 所服 事視 障人
的聖堂而籌款。今
兩年前的首演，是為本院興建新
神學院「崇基神學教育基金」。
是希望投資在
，而
籌款
」而
聖堂
建一座「
本院的支持。今次，我們並不是為興
，但後者
見的
是可
成後
天聖堂已經落成使用，見證著眾人對
者落
為前
容易，因
有人說，為建築物募捐比為薪金募捐
神學
者與
工作
教育
「人」身上，特別是增聘師資方面。
神學
事的
度服
上 — 為上 主國
希望 將重 點放 在天 國人 才的 投資
卻不 一樣 。展 望未 來， 神學 院更
生。希望大家繼續記念及支持我們。
才是
Fanny Crosby）女士的生命見證，
。不過，我相信，芬妮．克羅斯比（
意義
要及
其需
都有
繹
活動
新演
籌款
，重
任何
背後
對，
百周年。優美歌曲
演，正值紀念芬妮．克羅斯比逝世一
福
馬可
取自
是次音樂會的重心。這次音樂會的重
這是
t she could」數字，
單地刻上了「She hath done wha
其不平凡的生命。在她的墓碑上，簡
的是盡她所能的」，芬妮．克羅斯
所做
「她
膏他的婦人所說的話：
音十四章八章耶穌在伯大尼對用香膏
主，成為許多人的祝福。復
了失明的限制，以詩歌歌頌及讚美上
比女士靠著上主的恩典與力量，勝過
「她所做的是盡她所能
碑，但祂在十字架上說：「成了」，
活節剛剛過去，耶穌基督沒有留下墓
盡己所能，在不同
精神。今天，盼望在座每一位也能夠
的」正好延續了耶穌基督「成了」的
的崗位上，完成上主託負的使命。
家、詩班、演
勞付出的人：多位本港著名音樂
最後，我必須再次感謝每一位辛
：「我
所說
保羅
、同工。大家一起，像
員，默默在幕後工作的人、校友
眾
的觀
在座
眾人 觀看 」。 除了
們成 了一 臺戲 ，給 世界 、天 使和
我們
，並欣悅地向
外，相信三一上主也在觀賞是次演出
」。
為之
能而
其所
們盡
是你
說：「這

長）

沈祖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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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first I would like
l General of the United
know,
Mr Clifford Hart, Consu
ng guests here. And you
er non-Chinese speaki
oth
and
Chinese
you
the
me
into
lco
to we
I am going to turn
ter than my English, so
bet
is
e
他非華語
nes
和其
nto
Ca
迎您
s
Mr Hart’
生，首先，我想歡
及澳門總領事夏千福先
香港
國駐
）
（美
辭。
.
now
來致
t
channel righ
好，所以我將以廣東話
的廣東話比我的英語要
領事
千福
？夏
道嗎
來賓。大家知
：
禮嘉賓，各位弟兄姐妹
師，各位教授，各位主
陳牧
長，
方院
，1975
長，
梁院
在此向大家講一個故事
學院校友會的音樂會。
基神
學崇
輕人就
文大
這年
臨中
迎各位今日蒞
Graham來港，於是，
首先代表中文大學，歡
有名的佈道家Dr. Billy
知道
際，
Beverly
考之
ge
eor
當會
一位年輕人正
看到一個老人家G
年，大概四十年前，有
們到政府大球場，都會
上他
天晚
人都
。每
場的
道會
個球
聽了一個星期的佈
the day long”。整
跟同學前往政府大球場
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son
my
is
this
堯。
ry,
沈祖
sto
“This is my
面前，頭髮斑白的
Shea，用他雄厚的聲音唱
，也就是今天站在你們
就信了主，成了基督徒
，他
後來
人，
年輕
興崇基神學院的校友會
被感動，包括這個
心靈的聖詩。 今天很高
觸及
悉並
很熟
大家
很多
一所歷史最悠久的盲人
詩有四十年了，當中有
款，今次他們更為香港
校籌
我聽Fanny Crosby的聖
為母
樂會
這音
辦過
會。兩年前，他們已舉
的周年紀念日。
能再次組織這一場音樂
院暨學校，當時是他們
盲人
心光
到過
我曾
款。
院籌
盲人
到生 命有
心光
而感
—
學校
們不 會因 為失 明，
們， 也讓 我們 知道 ，他
待我
聲接
生
以歌
的一
sby
學生
視障
的教育。Fanny Cro
和老師都給了他們很好
院長
因為
義
陷，
有意
的缺
很大
晚的音樂會是非常
視障人士教育，所以今
將自己的音樂都獻給了
栽培 ，也 為了 視障 人
生的
一代 又一 代的 神學
院，
神學
崇基
為了
的，
are, I have been
not know how lucky you
士。“Tonight, you do
ns, and he hardly
to some of our functio
trying to invite Mr Hart
calling from
So he must be receiving
come to any of them.
thank you.”
an enjoyable evening,
God. I hope you have
次邀請
麼的榮幸嗎？我曾經多
（你知道今晚大家有多
間。
動，他總是未能抽出時
夏千福先生到大學的活
了上帝的呼召。希望大
所以，我相信他是收到
謝。）
家有個愉快的晚上。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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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千福先生（美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
沈教授，方教授，各位好友：

﹁我的故事．我的詩歌：一位失明詩人的傳奇和詩歌﹂音樂會

位美國人的
館的總領事，我很高興向大家介紹一
晚上好。很榮幸獲邀。作為美國大使
展示的價值是大家所珍視
驕傲，她的重要之處是在於她所
不平凡的生命。我們為她感到很
被重現，她的生命仍然觸
球的另一邊，她的故事仍不斷地
的，即使已經過百年，即使在地
也是一位宣教者。這位
視障人士，一位具虔誠的信徒，
動很多人。她是一位女士，一位
兒年代已經失明，但
還不太重視女權的時代。她在嬰
女士在1820年出生在美國，一個
全球，憑着
的聖詩作曲家，不單在美國，甚至在
在十九世紀末，她已經成為家傳戶曉
間在腦袋
如泉湧，每天能寫六至七首歌，同時
她所作超過一萬首的詩歌。她的靈感
牧養新
吃驚。她更視自己為一個宣教士，她
中構思的詩歌更超過四十首，真令人
力擁有自己的
，賺取生活所需。她靠自己的能
移民，紐約市窮人。她透過作詩
15
更多傷健人士有更多保障。今年是20
物業，後來，美國政府修改憲法，讓
雖然很多婦女或傷健人士仍然面對不
年，也是這憲法修改了二十五周年，
的心
百年前所寫的歌仍能觸動現代人
少挑戰，但是，克羅斯比女士一
在這
能夠
在，
家同
與大
請我
靈，幫助我們面對這些挑戰。感謝邀
。
榮幸
大的
我極
裏是

方永平教授（崇基學院副院長）
夏千福總領事，各位嘉賓：
於Fanny
今天很高興來到這裏，收到崇基學院神學院和校友會的邀請，出席這個關
關心
的發展的
神學教育
種對母校
Crosby的音樂會典禮。我很感動，在這裡見到校友會這
中
公立大學
的一所在
，是唯一
和支援，令我很感動。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在香港來說
育貢
香港的教
港社會和
努力為香
設立的神學院，在亞洲來說也是極少的。這麼多年來，神學院的
範圍裡面，但我相信基督的
獻良多，培養出了很多人才，作出了很多貢獻。雖然崇基神學院在大學的
眾。
貧苦的大
關懷那些
信仰並不僅僅只是對信仰方面學術的追求，也需要落實到社群，
人院暨學校，以及為視障人士福音中心籌
今天的音樂會有一個籌款的目的，除了為神學院，也為了心光盲
稍不足的朋友。正是因為這個籌款
款。這兩所機構服務的社群，正是社會上比較弱勢的群體，那些視力有稍
Crosby的音樂和詩歌。Fanny Crosby虔誠
的目的，今晚的音樂會變得更有意義。今晚的音樂會，主題是Fanny
。她的讚美詩歌感動人心，帶領人走
於基督信仰，她的作品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很多，也深受世界各方人士歡迎
弱勢群體貧苦大眾。
向基督的懷抱。她的作品也有很多很多是講到弱勢社群，希望人們去關心
泛，甚至被稱為福音詩
她的作品種類繁多，她的作品除了多之外，覆蓋的範圍也十分廣
了失明人士
一生都為
持教育，
育，她支
很重視教
知道她也
歌之后。除了詩歌方面，我
努力。
能得到教育機會而付出很多
說的題
我聽說Fanny Crosby是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的第一位女士，她發表演
很好
然有很多
Crosby雖
目就正是：如何為失明人士爭取教育機會。Fanny
是強
傲，反而
的詩歌為
的詩歌，廣被大家接受的詩歌，但她從未以她
調她最重要的地方，最關注的地方是宣教，怎樣把耶穌基督的愛帶
到貧苦大眾當中，讓大家可以奔向基督。這一點很值得我們欽
佩。今明兩日，讓我們借助她的音樂，一起去帶領大家進入
她服侍群眾的宣教工作中。最後，我在這裏祝大家有一
個充滿感恩和愛心的晚上，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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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樊潔芳女士（心光盲人院暨學校院長）

杜本文博士（視障人士福音中心主任）
非常高興
沈教授，方教授，夏先生，林女士，各位嘉賓，各位朋友，今晚
我們有我
情，首先
參與的事
今天我們
謝的話。
能代表視障人士福音中心，講幾句感
一方面
件事。另
能參與這
，讓他們
好的事情
們中心視障的朋友今晚會有演出，這是件非常
務
我們的服
會關愛。
作，作社
的福音工
視障人士
是，我們機構是香港唯一一間福音機構，照顧
協助視
作，包括
們關愛工
助者。我
我們的受
份，都有
對象不僅在香港，更在中國大陸，遍佈每個省
到很多省份的福利院和殘障
障人士融入學校讀書，為他們提供經費，以及協助他們的家庭。我們也得
分經費，去支援這些事
爭取到部
能為我們
辦音樂會
機構和我們一起同行。崇基神學院舉
年，有些設備已
過三十五
士已經超
務視障人
們機構服
工，背後意義非常重大。我
們希望能籌到
淘汰，我
快就要被
機器，很
字的一台
我們印凸
經開始陳舊，好像
。
社會運作
更能融入
化，以致
化及現代
備都數碼
經費，把我們的設

﹁我的故事．我的詩歌：一位失明詩人的傳奇和詩歌﹂音樂會

沈校長，夏先生，方教授，邢教授，
杜博士，我首先預祝今明兩日的音樂
會成
功。我代表心光盲人院暨學校感謝中
大崇基學院神學院校友會邀請心光成
為其中一間受
惠機構，我更加感謝主辦機構借助音
樂劇帶出一個很重要的資訊，就是，
雖然失明人士無法用
眼睛觀賞世界，但是借助上帝的恩典
，他們可以用心眼，用他們其他的感
官，
探索宇宙萬物，從而發
光發熱，譜出美妙的人生，做出傳世
的貢獻。
Fanny Crosby的一生傳奇和她的貢
獻，是最佳的驗證。正如之前方教授
和夏千福先生所言，Fanny Crosby
很致力推動視障人士的教育機會，這
同時也
也是心光一百多年的宗旨。心光其實
是1897年成立的，當時Fanny Cros
在世。這也是心光一百多年所秉持的
by 仍
精神。很多朋友來過心光以後，都很
讚歎心光幽美的校園，無敵的海景，
時候，他們都經常嘆息，很可惜你們
很多
的學生看不見。我常常都回應他們說
，不會，他們能
感覺到，感受到，也能享受到。他們
也擁有這樣無敵的海景。所以我們很
相信，
我們要給足夠的支持包容和平等的機
會，視障人士也能和普通人一樣，可
以
成就大業，享有豐盛、獨立、有色彩
的人生。Fanny Crosby積極面對自
己的殘障，和人生的困頓，從來
沒抱怨，也可啟發世人。在這裡
，
我也想介紹心光的一個少年失明學生
，我相信在座有些人可能在
電影 中認 識他 。最 近上 映的 一部
電影 ，他 是其 中一 位主 角。
他來心光後，和我們分享，他說
原來失明了之後，他得到
的比以前更多，他的世界比以前更大
。因此我們相信，
當人 生路 上一 道門 關上 的時 候，
在主 的帶 領之 下，
其實還有很多道門等著我們打開。我
在這裡再次
感謝這部音樂劇台前幕後的朋友，他
們出錢
出力 ，表 達重 要的 訊息 ，祝 大家
享受
精彩的演出，多謝大家。

知
這個音樂 會也給了 我們鼓勵 ，希望能 借助這些 音樂，讓 視障人士
的例子和
一個很好
入場，是
道，這個 社會正關 懷他們。 你們買票
見證。我們也會繼續秉承著我們的使命，使視障視全，攜手合
作，讓我們的視障人士能融入社會、融入教會，能在社會中
不僅僅是 被關愛， 也能學習 關愛別人 ，這就是 我們一直
以來的工作。
預祝今晚的演出成功，也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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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亦農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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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潔芳院長，
院長，夏千福總領事，
沈祖堯校長，方永平副
邢福 增院 長， 各位
老， 陳衍 昌法 政牧 師，
袁天 佑牧 師， 王福 義長
來賓：
學院校友會，
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
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和香
」的音樂會開幕
詩歌
本人謹代表香港中文大
一位失明詩人的傳奇和
—
歌
的詩
事我
的故
以上各位蒞臨，在這裡
感謝各位蒞臨今日「我
鼓勵。今日的典禮得蒙
持和
的支
很大
，
說是
們來
每一位參與演出的人員
典禮。各位的出席對我
，也想借這個機會感謝
感謝
心的
以衷
也遇
家致
當中
對大
緊湊和倉促，
謹代表神學院及校友會
次演出籌備的時間比較
的工作人員。我知道這
後台
以及
種限制中展現出各位
團，
在種
和樂
與，
大專詩班
完全的投入，努力的參
合，
和配
欣賞
忍耐
位的
到各
努力，十分期待今晚能
到一些困難，但慶幸得
也要多謝各位在其中的
恩，
帝感
向上
理聯
裡要
道衛
神，在這
各支持教會包括循
作為演藝人員的專業精
功；我也要感謝神學院
能成
出都
，
場演
年會
天三
教青
祝今明兩
會，香港中華基督
各位精彩的演出，也預
也感謝香港基督教青年
等，
區會
，
香港
款項
教會
募到
中華基督
真，又讓我們能籌
合教會，香港崇真會，
使今天的演出能順利成
不但
持，
關機
獻支
持有
的奉
社會人士
請各 位日 後繼 續支
和各教會的弟兄姐妹，
音中 心的 事工 發展 ，也
能
盲人 學校 ，視 障人 士福
心光
院，
青年會的協助，讓我們
神學
督教
學院
支持 崇基
上帝；我又感謝香港基
榮耀
會，
會的
務社
校友
續服
夠資源繼
燦師兄、神學院及
構，讓相關機構能有足
統籌，我們的校友王家
更加要感謝這次演出的
禮，
幕典
處理大大小小各項瑣碎
行開
我們
方舉
夜為
在這個地
廢寢忘食，日以繼
來，
月以
幾個
過去
職員，在
能順利進行。
幕典禮以及稍後的演出
的事務，確保今天的開
的第一步，在這裡代
進行，已經走出了成功
今天的開幕典禮能順利
，作為校友，我們
多謝各位在其中的努力
表神學院和校友會衷心
模的大學和書
及規
院在一個極具歷史
十分支持崇基學院神學
代中國和香
在現
督教信仰和文化，
院當中，致力於探索基
持基督教
夠秉
十分欣賞神學院能
港社會的意義，我們都
。期
傳統
基督 教豐 富的 文化
信仰 的大 公精 神， 重視
的
敬仰
們能 透過 一位 深受
望今 晚這 個音 樂會 ，我
詩歌，更加體會基
命和
信徒Fanny Crosby的生
們更加珍惜基督教
督教信仰的豐富，讓我
享受一場
今晚
信仰的瑰寶，預祝大家
家。
美妙的音樂會，多謝大

1. 2015年4月14及15日，邢福增院長應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邀請，為「台、港頂尖大學合
作交流計畫」主講，題目為「中共建國後的中國基督史：視角、研究、史料與挑戰」。4月
16日，應台灣基督教中原大學邀請，出席張靜愚紀念圖書館「基督教史料室」啟用禮，並任
發言嘉賓。

3. 邢福增教授獲文學院「直接研究計劃」（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撥款，進行「中國耶路
撒冷倒下的十字架與當代中國政教關係」研究，為期一年。

教授
消息

5月15日至22日，邢福增院長率領師生一行35人，包括：盧龍光牧師、吳炳華牧師、李均熊博士、
王曉靜博士及訪問學人松谷曄介博士前往福建交流，參觀福州和廈門的教堂及福建神學院。期間，本院和內
地生校友會也特別於廈門舉辦了內地生校友重聚日，溫偉耀博士及陳龍斌教授均有出席、有近十位校友參加
是次聚會。
盧龍光牧師
4月20日至25日，盧龍光牧師前往日本長崎參加由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復和中心為紀念當地原子彈爆
炸七十週年而舉辦的基督教復和論壇。盧牧師為主題講員，題為「朝向新創造的復和」。

院長行蹤及人事消息

2. 5月17日，邢院長與陳榮超牧師應梧州學院文法學院邀請訪問該院，就基督教學術研究課
題展開交流。5月18日，邢院長在在福建神學院主講全院講座，題為「孤獨的傳道者馬禮
遜」。6月12日，邢院長應第九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擔任主題演講講
員，題目是「中國基督教史的1949年分界」。是次研討會由浸會大學主辦，主題是「1949
年後的中國基督教」。

溫偉耀教授
溫教授於2014-2015年度獲選神學院學生會「最佳教學獎」得獎者。
陳南芬教授
陳教授獲文學院「直接研究計劃」（Direct Grant for Research）撥款，進行“In the Image of God:
Negotiating Interpretation in the Hebrew Bible for the Disabled”研究，為期一年。
王曉靜博士
2015年5月5日，前往台灣基督教中原大學主講：「二十世紀的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傑出人物 — 誠靜怡
（1881-1939）。
任志強博士
4月至5月期間，他應邀為德慧文化主講短期課程：「我煮，我食，我神 — 關於食物的信仰思考」。

恭賀

1. 2014年8月31日，朱幼成（14’ M.Div.）於香港基督教樂傳生命堂就職為教師。願天父保守。
2. 本院同工馮嘉麗小姐於1月10日和林焯熙先生共訂婚盟，結婚典禮於中華基督教會長老堂舉行。
願天父祝福。
3. 蕭翔宇（14 M.A.C.S., M.A.T.S.）及曲彥靜（14 M.A.C.S.,M.Div.1）於3月11日於東莞簽署結婚證明書，
並於4月11日於本院聖堂舉行感恩典禮。願天父賜福。
4. 徐淑萍（M.Theol. 1）於1月順利生產男孩。願天父賜福。
5. 陳明麗（07 M.A.C.S., 08 M.A.T.S., 13 Ph.D.）的兒子於5月3日出生。願天父賜福。
6. 緬甸校友Khin Khawsiama（12 D.Theol.）獲選為緬甸神學院（Myanmar Theological College）的校長。願
天父保守及帶領。
7. 郭佩蘭博士（76 B.A.; 78 B.D., 80 M.Theol.）（現任美國麻省劍橋市 Episcopal Divinity School 教授）於5
月4日在德國獲頒2015古騰堡研究計劃獎項（Gutenberg Research Award）。這獎項是由德國美恩茲古騰
堡大學（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of Mainz ）頒發給出色的學者，以表揚其研究。
8. 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袁天佑牧師（78 M.Div., 90 M.Theol.），於5月29日舉行的總議會代表部會議上正
式卸任會長一職。同日，林崇智牧師（83 B.D.）就任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會長。願天父保守帶領。

哀悼

1. 崇基學院前院長傅元國教授於2015年5月4日在美國伊利諾州內珀維爾市辭世，享年82歲。傅教授退休後
仍然心繫崇基，對神學院的事務也相當關心。他的離世，本院謹致以深切悼念！
2. 陸靜梅（08 M.Div.）已於去年在家中離世。願天父保守。
3. 賴建發（97 B.A.）於家中離世，安息禮拜已於3月20日於沙田寶福山舉行。

願離世者得享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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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的步行籌款於3月8日當日圓滿完成。當日邀請校
董李炳光牧師、崇基學院院務主任張美珍博士、校董會主席
陳衍昌法政牧師、Pacific Plan（太平室內工程有限公司）董
事總經理陳永堅先生，榮休院長盧龍光牧師、教牧事工部副
主任吳炳華牧師、本院院長邢福增教授、學生會會長陳國輝

先生（10’ M.A.C.S., 13’ M.A.T.S., M.Div. 2），步行籌款委員
會主席姚君璧小姐（M.Div. 1）作為剪綵嘉賓。本院繼續為
擴展學生宿舍而籌款，共有70多人參加，共籌得超過63萬元
款項。

2 0 1步
5 行籌款

每年的步行籌款，小朋友的支持必不可少

七十多名參加者連
同近千位贊助人的
心意，為本院籌得
過63萬元
超

為一
繪形繪聲地
大會主持人正 作旁述
賽
年一度的足球

活動順利舉行，各位同
學功不
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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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神學樓後，一如往年，露天音樂會的吉他聲、鼓聲、琴
聲和歌聲響徹神學樓一帶，各式各樣的義賣的叫喊聲不絕於
耳，熱鬧非常。

新鮮出爐的面包

繞樑三日的歌聲

2 0 1步
5 行籌款

增光料理的壽司

當日崇拜，由王家輝牧師講道，題為「歡歡喜喜的捐獻」，
及後，進行感恩奉獻禮及獻石禮。邢院長致詞時感謝各位參
加者，並和盧龍光牧師一同頒獎給各組別的籌款得獎者。
盤菜宴是步行籌款必不少的一環，當晚各位教授、同學更大
唱金曲，把氣氛推至一個又一個高峰。

本院同事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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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崇拜及學生會消息

201 4-20 15年 度結 業崇 拜已 經於
5月7 日舉 行。 校董
會主 席陳 衍昌 法政 牧師 、校 友會
代表 李信 堅牧 師、
文化 及宗 教研 究系 系主 任譚 偉倫
教授 、侯 任教 牧事
工部 副主 任王 家輝 牧師 、校 友梁
若璋 及本 院老 師均
有出 席。 當晚 由邢 院長 證道 ，講
題為 「我 的以 馬忤
斯路 」。 崇拜 完結 後， 學生 向即
將退 休的 吳炳 華牧
師獻上祝福，吳牧師和師母均表示感
動。

本院師生於3月29日分成
五組，分別由邢福增院
長、
陳龍 斌教 授、 盧龍 光牧
師、 葉菁 華教 授、 王曉
靜博
士、 黃根 春教 授、 李均
熊博 士、 吳炳 華牧 師帶
領前
往聖 公會 主誕 堂、 五旬
節聖 潔會 大埔 永光 堂、
循道
衞理 聯合 教會 國際 禮拜
堂、中華 基督 教會 長老
堂和
崇真會崇謙堂探訪，認
識本
院支持宗派教會的傳統
。教
會探 訪期 間， 學生 受到
弟
兄姊 妹熱 情款 待， 其中
崇
謙堂 的教 友更 領本 院同
學
參觀 了已 有1 10 年歷 史的
教堂，更有機會到訪教
會
墳地，感受客家人的
鄉
土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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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及1 3舉 辦
本院 201 4-2 015 年度 學生 會於 5月
由學生會會長
e」。
Shin
Can
You
之
劇場
「2015小
共吸 引了 近
兩晚
話劇
演的
陳國 輝監 製， 許樹 寧導
在中 文大 學的
學生
及神
容談
劇內
。話
欣賞
二百 人次
的點 滴， 信仰 分享
學習 和生 活片 段， 參與 社會 運動
認同 。是 次話 劇也
大感
令人
淚，
中有
等等 ，內 容笑
，他 們均 大讚 話劇
吸引 了不 少同 學的 親友 前來 觀賞
了解。
活更
院生
神學
崇基
惹笑，並能讓人對

特
感謝 本院 老師 的辛 勞，
20 14 -20 15 畢業 班同 學為
舉行 謝師
會所
職員
學教
在大
意於 20 15 年4 月2 9日
首一
生出 席。 老師 和同 學聚
宴。 當晚 共有 45 位師
前更 為辦
學早
的同
業班
。畢
堂， 訴說 寫論 文的 辛酸
，令
感謝 多年 來同 事的 幫忙
公室 同事 送上 果籃 ，也
同事相當感動。
品，
也為 辦公 室同 事送 上甜
另外 ，早 前學 生會 會長
心。
甜入
職員
一眾
以感謝職員之辛勞，令

3. 中國獨立紀錄片「傳道人」放映會，由香港中文大學基
督教研究中心、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中國獨
立紀錄片研究會合辦、基督教時代論壇協辦。電影已於
2015年5月9日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康本國際學術園
舉行。當日放映會由任志強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
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專長電影與神學）主持；邢福增教
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回應。是次電
影以傳道人的口述構建陜西桐鄉基督教內部紛爭。

2. 「香港神學探索會議2015」，由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
辦，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香港浸會大學宗教
及哲學系協辦，主題
為「假如2017沒有
真 普 選 …… 從 9 7 到
47 ─ 神學的回憶
與遠景的想像」，
已於2015年5月1日
假基督教循道衞理
聯合教會香港堂舉
行。參加者約250
人。

主題：1949年後的中國基督教
主題講員：楊鳳崗教授（美國普渡大學社會學教授、
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日期：6月26日至27日 （星期五至六）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學樓地下會議室
主題講員：郭佩蘭教授

─ 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基督教

講題：「從跨文化角度研究中國婦女與
聖公會」

邢福增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李正儀博士

─ 中國基督教史的一九四九年分界

講題：「香港聖公會的婦女與社會服務」

日期： 2015年6月12日至13日（星期五至六）
時間：上午9時 – 下午6時
查詢：曾小姐
電話：(852) 3943 8155
電郵報名：cccrc@abs.edu

其他消息及活動預告

1. 第六屆崇基基督教文化節，由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主辦，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協辨公開講座，題目為「重思
社會福音 ─ 革命的基督教與中華現代性的批判」；主
講嘉賓為曾慶豹教授（天主教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
由王曉靜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客席助理
教授）回應；松谷曄介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
學院名譽副研究員）為主席。是次講座已於2015年3月
4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行政樓地下一層校友室舉
行，參加者約30人。

劉夢白教授
講題：「『婦女的進步是國家進步的
前提』：中國武昌聖希理達女中的
社會福音（1929-1937）」
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網上註冊：
http://www.crs.cuhk.edu.hk/en/anglicanstory.php
查詢：周小姐
電話：(852) 3943 7659
電郵：anglicanwomen2015@gmail.com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香港聖公會明華神學
院、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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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 神學院獎學金
為回應不同需要，神學院在本年度新設若干獎學金，並成立獨定發展的基金，懇請各位崇基神學教育的同路
人為我們禱告，並奉獻支持各項事工的發展。

獎學金消息

神學教育基金
一所為上主使用的神學院，需要異象、老師、學生及經費四大因素配合，缺一不可。其中優秀及委身
的神學教育工作者，正是實踐異象、教導學生的關鍵所在。而師資開支又佔了神學教育經費的重大
比重。
現時本院主力教師團隊共十四人，惟其中屬全職教授及講師職級者僅八名，其餘均為客席教授。要滿
足三百多名學生的教學需要、各項事工的推動，委實捉襟見肘。為了回應神學院當下及長遠發展需
要，有需要進一步建立及發展老師團隊，增聘能夠實踐崇基神學教育異象的新一代老師。展望本院發
展，中國基督教研究、實踐神學、聖經研究、基督教教育方面仍有增聘老師的需求。
為減輕神學院在師資開支方面對經常費的壓力，特設立崇基學院神學院「神學教育基金」，用作增聘
教師之用。我們期望在短期內增聘二名講師，充實本院師資團隊，減輕現有教師的教學壓力，並為長
遠教授團隊的建立作預備。
目標
按一名講師級老師，三年薪津及福利，約需港幣一百五十萬元。兩名為港幣三百萬元。
盼望各位崇基神學教育的同路人，為本院的發展，特別是老師團隊的建立代禱，並求上主為我們預備
合適人選，供應我們的不足。

「時機」青年神學獎學金
宗旨
為鼓勵願意回應時代召喚，委身香港，具奉獻心志的香港青年基督徒接受全時間神學訓練，香港中文
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特設立本獎學金。
條件
1. 年齡須介乎25至40歲的香港永久居民，並接受水禮最少三年。
2. 申請入讀本院神道學碩士（M. Div.）或神道學學士（B.D.）課程。
3. 除相關課程基本入學要求外，須具事奉上帝的心志及優秀學業成績，積極參與教會及社會，熱愛
反省信仰與處境關係，對本地有承擔心志。符合上述條件者而所屬教會未能提供經濟支持者，
將獲優先考慮。
4. 獎學金金額最高等同全年學費。
5. 獲取錄者可繼續於下學年申請，本院將按其學習表現（平均積點達3.3或以上）及整體表現考慮。
6. 接受獎學金者須承諾畢業後留港事奉最少三年。
7. 每年名額上限為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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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龍光牧師神學教育獎助學金
背景

宗旨

獎學金消息

過去十九年，盧龍光牧師在神學教育方面不遺餘力，在其領導下，崇基神學組易名為崇基學院神學
院，在教授、課程、學生和設施方面都有長足發展。今天，崇基學院神學院得以在公立大學處境中，
見證基督教信仰；在公共學術領域中，促進神學與不同學科的對話；並繼續回應教會需要，培育牧職
人員和信徒領袖。為答謝盧牧師過去對崇基學院神學院的承擔，神學院校董會榮休晚宴籌備小組和崇
基學院神學院校友會決定設立「盧龍光牧師神學教育獎助學金」，藉此貫徹盧牧師神學教育的理念，
並支持神學院的發展。

按盧龍光牧師意願，獎助學金旨在鼓勵及資助所有課程之畢業校友在繁忙事奉中不忘回母校深造進
修，豐富神學和牧養知識，擴闊視野，回應時代的挑戰。
你的參與
現時，我們已籌得約50萬元，但仍需要您們不斷的支持！

社會公義獎學金
背景
我們是一群關心社會公義的基督徒， 深信上主是行公義，好憐憫，與弱勢群體同行。在2014年爆發
的「雨傘運動」當中，我們清楚看見香港在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中種種問題和不公義，更凸顯了香
港教會的先知角色與信仰的公共性的重要性。我們認為神學生在接受神學訓練時，應包括對不公義的
社會制度進行分析、批判及神學反省，並關懷弱勢群體。故此，設立「社會公義獎學金」以茲鼓勵。
宗旨
本獎學金是為就讀中大文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全時間制神道學學士及神道學碩士學生而設，以鼓勵神學
生關心及反省社會公義課題。
名額及金額
每年一名，港幣一萬圓正，為期五年（2014/15學年起至2019/20學年為止）。

捐款方法：
以支票形式：抬頭註明「崇基學院」或“The Trustees of Chung Chi College”，背面註
明獎學金名稱。
以直接存款 / 轉賬形式：恆生銀行 283-174001-001，須取回存款收條，背面註明獎學金名
稱。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3943-6705，聯絡邢福增院長、關瑞文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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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新書出版
書名：陳Sir
系列：「緣」來如此系列六
作者：陳佐才
出版日期：2015年4月

新書出版及外地訪客

出版社：大中華印刷公司
內容：陳佐才牧師和教育的緣份不淺，他透過三自小叢書，與讀者分享他對教育
的理念，也道出他對不同處境中的教育的關注，例如：道德教育、基督教
信仰與心理健康、多元社會中宗教教育，公民教育和牧養的問題、神學教
育、幼兒教育等等。由於作者曾任崇基學院神學組主任，對大學教育和神
學教育有深入的認識，並獨特的見解。

此書不設售價，歡迎索取。如有需要，可致電辦公室：39438153

書名：我是牧人·就做牧人
系列：牧愛叢書9
作者：蒲錦昌
出版日期：2015年7月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售價：$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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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姓名

機構

姓名

韓國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

金哲

神興供熱公司

北京青草地教會

蔡卓華

王慧軍
李素秀

河南鄭州艾滋病病人福音組

張良

北京博醫康醫訊廣告有限公司

李志敏

愛加倍教會

孟元新

聖商學院

王丹

安定門查經小組

孔晨

日本東京櫻美林大學

北京忠心教會

魏菊梅
華惠棋

井上大衛
薛恩峰

特拉維夫大學

Prof. Israel Hershkovitz

河南中國家庭教會

王以諾

荷蘭萊頓大學宗教研究中心

劉計峰

澳洲華人教牧神學院

張明俊

日本基督教團

松谷好朋

悉尼華人基督教會

James Cheung

美國聯合衛理公會

HiRho Y. Park

北京外國語大學

楊慧玲

美國長老會

Choon Shik Lim

金陵協和神學院

林培泉

Wesley House, Cambridge

北京海外聯誼會

連雲

Michael
Wilson,
Milce
Wilson,
Margret
Wilson
Margret Wilson

愛德基金會

鄭蔚

神學院通訊

督印人：邢福增教授

順德基督教兩會教牧同工訪問團
福建龍岩市兩會及宗教事務局訪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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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蒲錦昌牧師於2007年曾出版《我是牧人·不是超人》，2015年再次出版
本書《我是牧人·就做牧人》。蒲牧師現為基督教協進會的總幹事，同時
為時代論壇、基督教週報撰稿，以散文形式評論現今社會、教會、政治環
境、經濟現象等等，從牧者角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