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ue No.

47

（總第一三一期）
(Original Issue No. 131)
二○一六年四月
April, 2016

善樂牧師：林國璋

Page 04

王福義長老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會長

各位來賓，各位同學，
首先恭賀各位畢業同學，也歡迎新同學加入神學學習的行列。

農耕小組 VS 生態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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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神學日講道有些惶恐，我退休後在 2007-09 年在這裡攻讀文學碩士
（神學研究）（M.A.T.S.）課程，期間曾參加過幾次神學日，每次都由名牧或
知名學者主講，這次答應主講後有些後悔，面對老師和同學，實在有「班門弄
斧」之感，不知該講些甚麼。
我決定分享我讀神學的一些經驗、體會和遭遇。正如院長在歡迎辭所講：
「我為何讀神學？上帝在我身上的召命是什麽？」
我讀神學的看法分為幾個階段。

台南交流團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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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在我年輕的時候，中學到大學畢業約 60 年 70 年代初。讀神學是一
個神聖的選擇，代表有主的呼召，全身投入，全職事奉，成為牧者，矢志不渝。
當時奉獻讀神學的大都是中學畢業，年青人，也有少數大學畢業。在夏令會中，
見到導師們的嚴謹態度，認真靈修，滿有屬靈智慧，我很是佩服。由於感到自
己沒有清楚聽到呼召，也沒有他們那種犧牲受苦的心志，我覺得自己不會成為
一個神學生。當時神學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少數特別蒙召者的專利。
當然也有一些人是當工作不順利，社會發展似乎遲緩，或是遭到人生重大挫折
時，就以「奉獻給主」為名，決定離開屬世生活，有些「看破紅塵，遁入空門」
的感覺，當然這是少數。總括來說，讀神學不是一個普通的選擇，其重要性有
如結婚，擇定終身，可以說是很大的奧秘。

步行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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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神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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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是在大學畢業後，神學教育開始普及，不少神學院開辦神學延伸或
校外課程，我就很積極去選修一些課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唐佑之博士在浸會
神學院開辦的舊約智慧書，我是差不多全讀了，獲益良多。另外是中神的先修
班，記得讀周永健老師的「出埃及記」功課得了 A 級，開心至今。原來神學可
以應用在教會事奉中，可以協助小組查經班，教主日學，其中教主日學是我讀
神學課程的最大動力。教學相長，也是成全聖徒的一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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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趣的是在開教會執事會時，在討論問題爭持不下時，竟然聽到「我讀過神
學，你未讀過，所以我的看法正確」。讀神學讀得多對事物的看法就絕對正確
嗎？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可能在聖經知識，屬靈真理上多讀神學的人會佔
優，但如果他們因此自高自大，以為自己比他人更有能力的話，他們始終會明
白，上帝的工作絕對不是靠人的能力，才幹和知識，正如撒迦利亞所見的異象，
燈台不用人力可以持續發光；所以撒迦利亞書說「不是依靠勢力，不是依靠才
能，乃是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 4:6）。
這打破了我對神學的神話想像，開始找尋一個完整的神學課程。有一年，教會
每年有一次的神學主日，早一晚，我作了一個禱告，向神承諾，如果神叫我去
讀神學，會有人邀請我，若有人這樣做，我就去讀；這是個一廂情願、被動及
有條件的禱告，看看神是否指引我。這是我對神學看法第三階段的開始。
翌日，前崇基神學院院長盧龍光牧師來教會講道。講道前大家在洗手間碰見，
正當兩人面對牆壁的時候，他以一隻自由的手遞給我一份文件，說是崇基神學
院與 Westminster College 的一份神學學士報名表，新鮮出爐，是由牛津大學頒
授學位。上帝真幽默！
如果沒有前一晚的禱告，我一定不理會，因為當時工作很忙，而這課程需要讀
五年半，如不合格可能要六至七年，每年還要去英國上暑期課程。既然神回應
了我的禱告，只好「死死地氣」報名，申請在 1997 年 9 月開始。
原來神學論文寫法和以往我接觸的論文稍有不同，開始時常受挫折，差點對自
己失去自信，不過在英國制度下讀過書的都明白有 50 分已經不錯，70 分已是
A 級。但有位在美國讀過書的同學很不習慣，他第一篇論文好像得到 53 分，
他不服氣，寫很多電邮要追回他的 47 分，因為他在美國大都 90 多分或 A+，
結果很出人意表，他第二份功課竟是 47 分，兩份加起來正好 100 分。教授也
很幽默。
五年多的課程包羅萬有，所派發的參考資料十分有用，但也要借或買參考書；
功課不少，每每做到深夜，旁邊的鄰居見我天天到凌晨二三點鐘才睡，以為我
是全職炒股，晚上在蘇黎世，倫敦，紐約股巿搏殺。
不過總算是堅持下來了，還有兩篇論文考核，另外是限時在家中的考試（take
home examination），皆不許看書，我的兒子說，只有讀神學的，才會這樣誠實。
五 年 的 操 練 對 寫 文 章 有 些 幫 助， 其 中 我 獲 益 最 大 的 一 科 是 環 境 神 學
（Environmental Theology），因為這科與我的工作有關，我也特別用心去找參
考書，畢業論文也以此為題，至今受益。
五年間也有不少「蝦碌亅事件，當死線已到，卻交不了功課要找藉口，有一次
我的遠房叔叔去世，也成為我的遲交功課的原因，要勞煩教授來安慰我，真不
好意思。我一位做護士長的同學知道後，她說：「你早說呀，我的醫院日日都
有好多人死！」。我開玩笑指她不明白，同一個藉口，不可重覆使用。
五年半的時間過去了，畢業時只剩下約三分之一的同學。
這個課程，減低了我對神學的神秘感，原來神學不只令我把聖經來回細讀，
也有很多實用價值，影響人的生活和行動，例如解放神學，禮儀，宣教，環保
和貧窮等問題都是與信仰息息相關。但是這個課程沒有觸及中國教會，而我對
中國教會情況又不了解，在教會層面有很多機會與中國教會人士來往，因而產
生再讀文學碩士（神學研究）課程的想法。

我提早兩年從政府工作崗位退下，2007 年 9 月，不用返工，就去返學。主要
在崇基神學院攻讀文學碩士（神學研究），專修中國教會課程也旁聽其他。
以邢院長的課程為骨幹，還有溫教授，葉教授，龔教授的課，我的重心在中國
教會和歷史，也旁及聖經和環保神學。
用全時間讀部分時間的課程是種享受。與不同行業的同學交流更是難得。修讀
神學現在已經成為各行各業基督徒必須考慮的進修課程，不論任何行業，多讀
神學可增廣視野，知識，對在行業方面會有美好的見證。我認識一班從事環保
的基督徒，他們不少修讀神學，在專業上有更美好的見證。神學教育已經普及
化了。
牛津的課程引人入勝，有如指示牌；但離「登堂入室」還有一段距離；而崇基
神學研究課程則可登入一兩個「室」。令我對中國教會和環保神學有進一步認
識。在修讀舊約課程時的功課，我研究土地神學；在中國文化課程中，我研究
中國哲學的環境觀；在全球化（Glocalization）課程中，我研究神學與氣候變化；
在神學思想方面，我看了部分巴特（Karl Barth）與士萊馬赫（Schleiermacher）
的著作；這些看來無關的課程，在後來我去瑞土巴塞爾（Basel），參觀了巴特
的書房，又在德國遇到研究士萊馬赫的末世論的牧師，原來昔日認為關係不大
的東西有一天會在我的人生再次出現，而變得有用。這些看似獨立的科目，
在實際事奉及工作中，有時竟會融洽在一起，大有各科互相效力的感覺；各科
有如肢體，彼此相輔相成。
面對各位著作等身的神學院老師們來說，這些都是「小兒科」，但當我的孫兒
出世後，發現原來「小兒科」很重要。當然教會需要全職工人和專業神學教師。
如果信徒都具有神學訓練，在事奉和工作崗位上會有更美好的見證。有些在社
會和專業方面得到認同的基督徒，修讀神學對他們的專業和事奉都有益處，
他們會在專業方面有巨大的貢獻，可以又神聖又高大，真是 “Holy High”（好
厲害）。大家把生命與主聯合，如葡萄樹和枝子，必定令教會興旺，建立基督
的身體。
我讀神學的看法可有下列總結：
第一階段，神學是高不可攀，只可遠觀，有神秘感，神學生是特殊人士，彷如
與世隔離，只有周末出山才有機會相見。
第二階段，神學是業餘，散裝和實用的，校外課程即買即用，在教會事奉上有
實際功能。
第三階段，讀神學是令人興奮的，可登堂入室，了解信仰的原委，思考教會的
立場，明白職場上的見證，體驗人生的路程。奉勸各位同學，把握學習機會，
專心靜心作好課題，學習的過程，正如院長所講是對自我，對信仰傳統及對教
會使命的反思、拆毁、重建的過程；同時也會保留一種美麗的回憶。讀神學更
不可自誇，自以為有才幹，有能力，反而要更加謙卑，有主的樣式，服事教會，
貢獻社群。
在此我感謝上帝給我修讀神學的機會，也感激各位老師的用心教導。
願主賜福大家。

（主題文章為崇基學院神學院神學日感恩崇拜慶典之講章，2015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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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林牧師、義工和露宿者敬拜上主和互相分享的地方。

— 林國璋（92 BD）
林國璋，1986 年神學畢業後牧會三年。1989 年，正準備到北京進修音樂之際，卻遇上「六四」
事件，於是改變初衷前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道學學士神學組進修。在崇基的日子，他過得非
常充實，既可讀神學，又可修音樂系的課，1992 年神道學學士畢業，再於中大音樂系進修，
1994 年底畢業後，他又牧會三年。

開荒建堂
1997 年 12 月，在同道的鼓勵下，開荒建立基督教善樂堂，意謂：「神本為善，以神為樂。」
2003 年 3 月 2 日，他獲按立為牧師，至今，善樂堂已經過十八個年頭。這十八年來，林牧師
為了減少教會的支出，至今仍沒領薪，他透過教授音樂賺取生活所需。看着善樂堂的成長，
林牧師感到非常欣慰。今學期，該堂有四位神學生在本院全時間攻讀神學。
基督教善樂堂，堂如其名。透過音樂，向弱勢社群展現善意。林牧師和他的教友，透過詩歌帶
給人盼望與溫馨。

粵語聖詩
林牧師自小熱愛音樂，指揮詩班，擔任司琴，先後考獲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四個「八級」，包括：鋼琴、
大提琴、聲樂和樂理，殊不簡單。他謙虛地指，這些都是受到教會所薰陶。有鑑於粵語流行曲在七十
年代復甦，風行整個香港樂壇，影響及至教會。青年人開始發現聖詩「唔啱音」的問題，因此一窩峰
地開始創作粵語詩歌，卻鮮有人系統地去將傳統聖詩用粵語去重譯。
在 2012 年夏天，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林牧師開始了粵譯聖詩工作，愈譯愈起勁，一天譯一首，
感覺如有神助，至今已超過一千三百多首。他翻譯的準則是盡量不破壞詩歌本來的旋律與格律，並將
所找到的足本歌詞，全數譯出，讓信徒看見詩詞原來的脈絡。他一共出版《粵語聖詩》共十冊，另有：
《雨傘歌》、《崇拜歌》、《醫者歌》、《頌主歌》、《教會歌》、《差傳歌》、《心靈歌》及
《聖誕歌》等，並曾發行鐳射碟共十三張，為本土粵語聖詩的發展，寫下重要的一頁。
雖然林牧師如此喜愛音樂，又擁有相關資歷，隨時可以到學校執教鞕，但他卻堅定的說：「我的呼
召是牧會。」

「瞓街」牧師
在谷歌搜尋網上鍵入「林國璋」，不同媒體都同樣稱呼他為「瞓街牧師」。這一切都緣自
2012 年 2 月 15 日早上，政府六個部門於深水埗進行聯合清場行動，把天橋底露宿者的私
人財產都一一清走，又把他們趕離現場。
面對這些露宿者的困難，林牧師一直思考如何和他們同行：「我起初考慮佔領深水埗，
後來發起『守護兄弟行動』，首四十天，每晚都到橋底探望他們。在週二晚上，
就變身成為露宿者，一起瞓街。」橋底弟兄對他的瞓街行動，十分感動，
覺得這位牧師是屬於他們的。

的地方。

，就成了聚會

、鋼琴和椅子

只要有十字架

能夠有瓦遮頭，對於露

宿者來說已是很難得。

橋底聚集了近百位露宿者，一邊是越南人，另一邊是本地人。訪問前一天，一位曾在橋底露宿的越南
人，因牽涉入屯門一宗兇殺案，正被警方通輯。由於疑犯仍在逃，隨時會回到橋底，所以林牧師一抵
達，便神色凝重地逐一告誡橋底弟兄萬事小心，但露宿者見林牧師帶著「客人」到訪，都展露出友善
的笑容。
訪問當晚，林牧師約了數名越南兄弟商討一位離世兄弟的骨灰處理問題。三、五個彪形大漢準時出現，
氣勢逼人。死者是他們的朋友，在港沒有親人，有損友替死者辦理殮葬事宜，向社會福利署取去殮葬
費後，逃之夭夭，沒有向殯儀公司付款，於是幾個越南鄉里沒法取回骨灰，送回越南的親人。經林牧
師從中斡旋，成功取回骨灰，大家都喜出望外，大讚牧師：「牧師很好人，這樣的人天下少有。他不
求甚麼，只一心幫我們。」
事情辦妥，林牧師坐在平時晚禱的地方，跟宿友聊聊天。
「這個阿婆叫劉鑽，沒有拿綜援，每天四、五點天還未光時，就在這裏擺賣，尊嚴地過著自給自足的
生活。」林牧師一邊介紹這裏的宿友給小編認識，一邊和他們打招呼：「阿婆，妳的眼睛如何？有否
滴眼藥水呀？」那邊廂，宿友們噓寒問暖，急不及待地與他分享生活大小事情：「牧師，喝不喝人參
烏龍茶？」
除了瞓身幫助露宿者外，他更先後在橋底舉行過四次「橋底音樂會」，為露宿者帶來溫暖和慰藉。
林牧師特別將在橋底服侍時唱的歌，編輯成《橋底歌》樂譜，並灌錄成鐳射碟；他更邀得一眾青年紀
錄片導演到橋底進行採訪拍攝，拍成《橋底誌》，將橋底溫馨的一面展現人前，當日在橋底首演，
盛况空前。林牧師又曾寫《露宿苦路十四站》，在橋底舉行苦路默想崇拜，有數百信徒和街坊參與。

無論你作一切，給予最渺小兄弟（Whatsoever You Do to the Least）
縱然不同的人對林國璋牧師有不同的評價，但他並不介懷。他深知道自己的使命是要為弱勢發聲，
與他們同行，正如詩歌歌詞「無論你作一切，給予最渺小兄弟」所說：

「無論你作一切，給予最渺小兄弟，你正恭敬上帝。每次我饑饉，你給我吃飽。
我無法歸家，你接待愛惜。每次我口乾，都給我暖水。每次到冬天，都給我羽絨。
現我父親恭請你進天家裏；我困惱憂傷，你給我歇息。每次困監中，你給我探訪。
每次我擔心，驅去我恐慌。每次躺醫院，給我力所需。現我父親恭請你進天
家裏。」
這就是林國璋牧師從上帝所領受的使命。

公眾廁所清潔。

天橋底露宿者到附近的
自力更生的婆婆是橋底

的一員，以擺賣為生。

訪問、撰文：李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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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耕種中領略神學？在神學樓天台種菜？自給自足？
帶着一連串的疑問，本院通訊特別訪問了農耕小組的創
始人黎偉賢及勞漢豪同學，求個明白。
問：為何會有在天台耕種的概念？而這和神學又有什麼
關係呢？
黎：近年來，香港的土地問題一直是討論的焦點。現代
人常把土地成為一種商品或一種產品，其實土地是
有生命的。創世記中就曾提及土地出產東西給我們
吃，是一種生命的循環。人是從土地來的，經過土
地的轉化，能把我們眼中的垃圾，轉化出維持我們
生命的食糧。大家通過耕種的過程學懂尊重土地，
明白食物是透過泥土孕育出來，而不是從百佳或者
惠康超級市場而來的。透過耕種，大家也能明白耕
種的過程漫長，能買得到新鮮的蔬菜，不是因為有
錢，而是因為背後有農夫在努力耕耘；土地更可以
為人提供居住地方。
我們希望透過天台耕種來讓同學重新思考土地問
題，例如：土地公義，復耕、農地生態，環境保護
問題等等。與其從二手資料中了解耕種，倒不如我
們成立農耕小組，透過種菜來作神學反思，透過這
個小組去傳播有關生態神學的問題。也希望同學能
將經驗帶回教會當中，對土地問題有更深刻的反
思。
問：你們如何開展這個計劃呢？
黎：首先，誠邀勞漢豪來幫忙。
勞：讀神學之前，我修讀高級文憑，主修環境科學和資
源管理。我從小就很喜歡大自然，包括動物和植

群策群力，一包一包的泥土成功運
到天台。

天台耕種的意念成真，馬屎老師功
不可沒！（左起：馬屎老師、
黎偉賢、勞漢豪）

物。簡單來說，花鳥蟲魚我都很有興趣，所以知道
這個小組後，就很想加入。
問：兩位都對耕種一無所知，如何喚醒人們對農耕這個
概念和土地公義的概念的關注？
黎 / 勞： 曾經在一個工作坊中，我在耕地農田那裡實習
過，也從中學習到很多東西，認識了不少志同
道合的朋友。現時，天台耕種已相當普遍，很
多人嘗試過並且成功。「馬屎」老師是義務同
工，他有豐富的天台農耕經驗，沒有他的幫
助，我們不能順利開展。
神學院老師的支持很重要。大家深感在大學或
神學院裏，開展這些工作別具意義，因為能喚
起同學對土地問題的關注。舉例說：我們讓同
學知道，本地蔬菜主要靠內地供應，如果內地
出現天災，或者供應鏈出現問題，如農藥污
染、水源污染，甚至因天氣惡劣而影響收成的
時候，香港可能未有充足的蔬菜供應。這個問
題和水源供應一樣，長期依靠東江水是否合
適？城市人扭開水喉就有水，往超級市場就可
買到食物。漸漸地，人忘記要對食物和水源存
感恩的心領受。
問：從概念到具體執行，你們當中遇到什麼困難？
勞：我們本希望在神學樓後的一塊土地上耕種，但由於
要和中文大學的部門磋商，所以暫時擱置。感謝舍
監的批准和辦公室同工的支持，我們踏出了第一

來自馬屎埔村的二十包泥土。

步，就是從馬屎埔村把泥運到天台。「馬屎」老師
知道某些村民的土地都荒廢了，並滿佈雜草，於是
向他們要了大約二十包泥土，再到肥料專賣店買了
些泥，就一股勁地把泥運回神學樓。可惜，神學院
的電梯只到四樓，還須「更上一層樓」。這些泥土
荒廢了很久，也沒有人翻過土，我們擔心養分不
夠，所以找了一家專賣有機肥料的機構，再補充一
下。
問：農耕小組的組員有多少人？同學們支持嗎？
黎：主要成員只有我和漢豪。宿舍同學和辦公室同工都
有登記成為我們的義工。初期的反應一般，主要是
因為功課忙碌。現時有十多位同學表示有興趣，在
面書上關注我們小組的同學也不少，相信我們的義
工小組會越來越多同學加入。
我們希望天台耕種能增加同學對神學院的歸屬感，
同學們天台一起聚會、聊天、分享、耕種，共同享
用努力的成果；內地的同學或對務農較有經驗，
更希望透過這個小組讓香港和內地的同學有多一些
交流，一同分享種菜的經驗。同學們更可以透過這
些菜去靈修及反思。

這些種子很快就會成為一棵棵小幼苗，茁壯成長。

問：你們如何籌募經費呢？
黎 / 勞： 學生會預備了一筆啟動資金給我們，以後就要
靠我們自己解決，有需要會向大家募捐。
問：會否開放予神學院以外的學生呢？
黎 / 勞： 由於我們在神學院宿舍的天台上耕種，基於保
安理由，我們暫時不開放給其他學系的學生，
待我們成功要求校方借用後山的土地，我們會
再度考慮。
問：你們會如何處理這些收成呢？
黎 / 勞： 我們曾經計劃，若有好收成，就可給組員和義
工一起享用。大家吃上一口自己種的菜，特別
有意義。我們也希望借此機會添多一些菜，
提高同學的健康意識。我們當初的想法是，
如果收成再多一些， 希望可以把菜分給一些
有需要的同學，讓大家都可以享用這些食物。
閒時可以用作火鍋材料等等。我們種的除了
菜，還有香草等等。

一塊被丟棄的木板將變身成為椅子，讓大家可以在天台上促膝談天。

「馬屎」老師專訪
我是從事動物保育的，同時也想推廣農地生態。農地生
態是在香港那麼多種生態中最受壓的。你看！以前的農
地現已用作蓋樓。一般市民都不太更關心農地生態。
由於我從事保育工作，更感這類生態系統是需要找方法
去保護的，天台耕種就是其中一種。
天台上的每一樣用具，我都用回收的木材來製作，例如：
用舊衣櫃製作了耕種的盆，我們希望製作一些椅子，
讓大家可以一起到這近在咫尺的「郊外」享受星空、
蔬菜和團契生活。
神學生的生活太忙碌，所以，當生活瑣事或功課纏身
時，不妨到天台休息一會兒。

保持泥土濕潤，維持微生物的數量
也是很重要的！

聽講，有些菜已經被收割以作
裹腹。

訪問、撰文：李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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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近且遠的神學盛宴 —

記台灣南部考察學習團

任志強
客座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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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行

潘樂敏 (MDiv 1)

，我與一眾有志於本土神學思
台灣長老教會素來積極參與社會，也致力於行動與信仰的互相刺激與反省
是宋泉盛的雄辯滔滔、黃伯和
考的朋友一直為之神往。可是參與是次考察團之後，我印象最深刻的卻不
的觀察。
的溫柔堅定，或是基督徒候選人拉票時的全情投入，反而是到訪兩間教會
林子內教會。這兩間教會在地
行程安排我們於兩日內先後到訪新約教會（錫安山）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洪以利亞開墾，林子內
年由先知
963
理上，多多少少也可以說是遺世獨立 ─ 新約教會位處錫安山上，1
教會則位處偏遠農村。
的榮美家園！大君王耶穌基督
錫安教會信徒認為該處是以賽亞書預言耶和華的聖山，是「神人同享安息
庭教育；導賞員在介紹時每三
的京城！萬民朝聖的聖山！」山上有足夠的田產畜牧自給自足，並奉行家
慷慨激昂，多番引述先知「暴
句就說一次「神的旨意」，提到國民黨於八十年代「用計搶奪聖山」時仍
村一事的評語，是該村村民「不
君必滅，暴政必亡」的判語。導賞員對於山下小林村在 2009 年水災滅
夠儆醒」，才會招致惡果。
居民教堂位置，對方說沿著小
林子內教會的蕭瑞巧牧師在介紹時提及，「到任的時候迷路了，我問附近
年輕人都往市中心打工，剩下
徑走到沒路的地方就是」。她描述當時看見居民和信徒面如死灰，「因為
快就會離開」。蕭牧師在牧會
長者和行動不便者，他們會笑說『沒有用的人才留在這裡』，又覺得我很
化成心靈故鄉，並將教會附近
期間受到自來犬小豬、不同事件的啟發，決定於 2005 年將林子內社區轉
。
的土地改建為營地，盼望為社區帶來生氣，並使教會成為服事他人的群體
，或傾向社區關懷的做法會否忽略
當然我們可以質疑傾向基要的信仰會否凡事以信仰萬能 key 螳臂擋車
，他們最關心的只是如何回應
人口分佈和土地運用的政策問題，見樹不見林。或者對於這兩間教會來說
志、努力不懈地在信仰中詮釋
當下需要，本著上帝仍然活著、仍對信徒說話的信念，當仁不讓、專心致
各種經驗，而如此努力「做好一件事」的態度，已經教我時刻自省。
神學的討論方興未艾，而「本
為處境把脈並提出神學想像，往往是出於愛護本土的善良意願。香港本土
或難免有強行移植、邯鄲學步
土」的詞義亦眾說紛耘。或者我們可以從台灣的實踐和經驗開始思考，即
陳的經驗，創建回 應時代、
之處，但 至少踏出 嘗試的第 一步，從 基督教信 仰的眾多 資源，詮 釋龐雜紛
切合需要的「真．本土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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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考察分享

繆健倫 (BD 4)

南部的教會在他
次考察讓我認識到台灣
密切的鄰近地區，而本
係也
和關
的發展
相近
比較
經驗和引至教會有今天
台灣是一個與香港文化
去了解他們於歷史中的
教會
同的
訪不
過探
況，也透
們的處境中所面對的現
灣府城教會
和建立。
發展和第一份報紙《台
，其中在台灣白話字的
地位
要的
神
著重
擁有
史中
神學院住宿，見到台南
台南長老教會於台南歷
的影響。有幸可在台南
重要
台灣
來對
所帶
在台灣的傳教
參觀了台灣教會公報
報》也是台灣長老教會
，是社區牧養的見證。
兒園
的幼
著名
市最
，並擁有著全台南
學院於台南市的大街上
上對社會的影響。
老教會在台灣文字發展
社，使我更明白台灣長
典的轉變。蕭牧師於
帶來祝福和經歷上帝恩
社區
以為
事可
的服
受上帝的帶
會讓我體會到教會
她今天在教會發展中領
探訪教會中，林子內教
服上帝帶領的信心，使
那順
命中
她生
埤教會
會到
我體
另一個深刻的教會是口
介紹教會的歷史中，讓
可以經歷上帝的同在。
多人
使更
地，
修園
的一個靈
，教會設立西拉雅山
領，建立「心靈故鄉」
中，站在被欺壓的一方
權益
障和
的保
會上
栽種作物，
取平埔族在台灣社
受扶植重新復育土地、
的探訪，因為教會在爭
賤賣祖產農地，而是接
存活
要為
好
再需
民不
地居
農民可以專注於工作，
城社區合作社，幫助在
文化生態旅遊行程，讓
拉雅
配西
，搭
產銷
作社團隊協助
並由教會志工組成的合
不論在
好照顧產業。
可以帶來極大的改變，
白教會對社會的影響是
也明
識，
的認
更深
老教會有
是次考察讓我對台灣長
能帶來重要的影響力。
生態和文化的傳遞中也
政治
題、
的問
群體
早期社會、小數的

新 書推介
書名：《在暗角言說上主》
作者：龔立人
出版：香港基督徒學會
出版日期：2016 年 3 月 1 日
售價：80 元
內容簡介：政治神學．公共神學．基督教價值
近十多年來，香港的神學界愈來愈留意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的課題，而相關書籍的出版也漸
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和「雨傘運動」為香港的教會和神學界提供一個很具體的歷史
企劃，思考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的基礎、範疇、內容和踐行等。我們不再可能仍留在圖書館
和辦公室做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更要在夏愨道、彌敦道和軒尼詩道反思神學的政治和公共
意義。這書就在這歷史背景和場景下寫成。

新書推介
書名：Negotiating a Presence-Centred Christian Counselling:
Towards a Theologically Informed and Culturally Sensitive Approach
作者：關瑞文（Simon Shui-Man Kwan）
出版：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出版日期：2016 年 1 月 5 日
售價：£47.99
內容簡介：
How Christian is Christian counselling? In what ways should one’s counselling practice
be conducted in order to fulfil one’s role as a Christian counsellor? Is there a counselling
practice that truly penetrates into the secular approaches while remaining faithful to the
Christian traditions of healing? What are the theological roots of secular counselling? How
may secular counselling both reinforce and challenge the Christian faith? In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this book engages readers to navigate between two frames of reference: one
Eastern, secular, social scientific, and modern; the other Western, Christian, theological,
and traditional. At levels of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book undertakes to integrate,
synthesize, hybridize, revise, dichotomize and antagonize the two. It proposes a revised
presence-centred counselling approach which may serve as a perspective that helps us to see
things in more depth as we shuttl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two frames. This book thus
negotiates a revised presence-centred form of counselling that is theologically grounded,
social scientifically informed, and cross-culturally sensitive. As the author’s counselling practice
proceeds mainly in societies where Chinese is the majority, the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s
and proposals offered in this book have been bred in a space where Chinese culture meets
the Christian (Protestantism in particular) West.
This book is an outgrowth of the author’s experience teaching Christian counselling courses
for 17 years and his 30-year clinical practice experience in places where East meets West,
namely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Guangdong Province).
書名︰《社會福音／沒有人看見過上帝》
作者：吳耀宗
編注：邢福增
出版：檄欖出版社
系列：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集成．二十世紀篇：7
售價︰平裝新台幣 750，精裝新台幣 950
出版日期︰ 2016 年 3 月
頁數：432 頁
本冊收錄《社會福音》與《沒有人看見過上帝》是吳耀宗的兩部代表作，反映了他在二十世
紀 30 至 40 年代間的思想關注及重要轉向，是探究他怎樣走上擁抱社會革命及共產主義之路
不可或缺的歷史及思想文本。
《社會福音》是吳耀宗的自選文集，全書的內容，可分為三個重點：（一）吳對當前中國及
世界時局的分析；（二）吳對基督教的時代使命的基本理解；（三）吳特別針對唯愛主義、
社會改造及共產主義等問題的探索，即他所闡釋的「唯愛的革命」。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關
係，更是《社會福音》內不少文章觸及的重點。對吳而言，這就是基督教不應迴避關於社會
的根本改造，甚至革命的挑戰。這也是吳耀宗為文集命名《社會福音》的主要原因。
如果說《社會福音》一書反映出吳耀宗在二十世紀 30 年代對基督教與社會改造及革命的思考，
那麼，40 年代出版的《沒有人看見過上帝》便是他從神學進路來對此課題作更深入及全面的
疏理。《沒有人看見過上帝》一書處理的課題，正是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關係。跟過去不同
的是，《沒有人看見過上帝》系統地從神學進路的思考，處理基督教與唯物論的矛盾，並試
圖提出調和兩種迥異意識型態的方法。全書直接面對唯物論者對於「上帝存在」的質疑，
並試圖向唯物論者闡述基督教的思想，以不同於傳統教義講述的模式站在「相對」的角度來
談論「絕對」的上帝。並且熱切的在書中的序言裡留下伏筆，期盼信奉基督者與信奉唯物論
者能針對書中所談論的議題回應，達到雙方理性深度的對話。這不僅是他內在思想探索的結
果，更是其對戰後中國政治形勢的思想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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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步禮
2016 年度步行籌款已於 3 月 6 日下午圓滿舉行，參加人數接近 200 人，超過籌款目標五十萬。開步禮的嘉賓
包括：譚偉倫教授（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王福義長老（崇真會會長）、陳衍昌法政牧師（香港聖公會）、
盧馬安妮博士（本院前任院長盧龍光師母）、陳榮照教授（循道衞理聯合教會）、王家輝牧師（中華基督教會
牧師、本院教牧事工部主任）、陳永堅先生（太平室內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松谷曄介牧師（本院榮譽副研
究員）、梁明浩牧師（本院客座副教授）和劉彥怡同學（步行籌款籌備委員會主席）。嘉賓在院長的陪同下，
一同刺穿汽球，為步行籌款揭開序幕。邢福增院長在開步禮前致歡迎辭時指出，本院的人數漸多，為滿足在學
三百名學生的教學需要和各項事工的推動，故急需在短期內建立及發展老師團隊，增聘能夠實踐崇基神學教育
異象的老師。所以，今年的步行籌款目標是以一名講師級老師一年的薪津及福利作為基礎而計算的。他又感謝
過往教會弟兄姊妹的支持和鼓勵，在神學院不同階段，為不同事工籌募經費，獻出一份力。

豐富節目
除了足球友誼賽，草地音樂會，當日更設「增．廚房」，擺賣小食和飲品，吸引了不少參加者在完成步行後，
再駐足選購。2016 年度的紀念品如外套、雨傘等都賣得滿堂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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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上主
崇拜準時六時開始，由聖公會諸聖座堂主任牧師范晉豪牧師講道。范牧師是本院神學碩士課程的畢業生，他於
當日參與獻石，把代表他的石頭置於本院水禮池，讓本院師生在以後的崇拜，也為他和他的事奉代禱。崇拜後，
范牧師頒發當日籌款相關的獎項。陳永堅先生為答謝何鍾泰博士和盧龍光牧師對其工程的種種協助，故特意頒
發紀念品，以作感謝。

崇基學院神學院現正招募 2016/2017 新生
課程包括由中文大學研究院頒授的文學碩士（基督教研究）
（M.A. in Christia Studies）文學碩士（神學研究）（M.A.
in Theological Studies）、神道學碩士（M.Div.）及由崇基
學 院 神 學 院 頒 授 的 神 道 學 學 士（B.D.）、 教 牧 學 碩 士
（M.Min.）、神學碩士（M.Theol.）及神學博士（D.Theol.）。
截止報名日期 :
2016 年 3 月 31 日（四）
神道學碩士及文學碩士課程，非本地生報讀崇基學院神學
院課程（神道學學士（B.D.）、教牧學碩士（M.Min.）、
神學碩士（M.Theol.）及神學博士（D.Theol.）
2016 年 4 月 30 日（六）
神道學學士、神學碩士、神學博士、教牧學碩士課程（本
地生）

另外，崇基學院神學院提供「時機」青年神學獎學金，讓
有志於全時間修讀神學課程的本地生申請。詳情如下：
對象： 具奉獻心志的香港青年基督徒
條件： 年齡介乎 21 至 40 歲的香港永久居民，並接受水禮
最少三年，積極參與教會及社會，申請入讀本院神
道學碩士（M.Div.）或神道學學士（B.D.）課程，有
機會獲得最高等同全年學費的獎學金金額﹗獎學金
詳情請與本院聯絡。
* 本院保留修訂獎學金細則的一切權利。
更多課程資訊，請到 http://www.theology.cuhk.edu.
hk/tc/news/admission2016。[ 電話：3943-5979]

盆菜宴
晚上，神學樓大廳擺放了二十多張桌子，整個大廳擠得水泄不通。邢福增院長、關瑞文副院長、王家輝牧師、
葉菁華教授、白德培教授、李均熊博士，及校友鄧長祐先生（08 BD）和李廣平小姐（07 MACS, 12 MATS），
也大唱改編曲和流行曲，同學又進行神學院分獎典禮，氣氛推往一個又一個高峰。

步行籌款得獎者
最高籌款額：（教職員）陸少玲女士（學生）胡清心女士（校友）李廣平小姐（參加者）馬安妮博士
最多贊助人：（教職員）陳衍昌法政牧師（學生）鄭漢文博士（校友）程秋生先生

總捐款人數：1049

籌款總額：$725,857.19（截至 2016 年 3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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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傳經講座：
猶太聖經的正典
第二十屆傳經講座於 2 月 26 日及
2 月 28 日在循道䘙
理聯合教會香港堂圓滿舉行。講員
為林主榮教授（Prof.
Timothy H. LIM），講座以英語為主，
由麥金華教授（香
港浸 會大 學林 思齊 東西 學術 交流
研究 所研 究助 理教
授）提供粵語傳譯服務。第一講為「
從權威性經卷發
展成正典」、第二講為「死海古卷中
聖經的雙重與分
等次權威」及第三講為「神聖的經書
，屬人的正典」，
三講 的回 應講 員分 別為 謝品 然教
授、 陳龍 斌教 授、
李均熊博士。講座吸引超過 200 人參
加，得到參加者
正面的回應。
林主 榮教 授早 年於 溫哥 華、 耶路
撒冷、牛 津三 地接
受 教 育 和 深 造， 先 後 獲 加 拿 大 卑
詩 大 學 文 學 士、
維真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澳洲麥覺
理大學古代歷史
深 造 文 憑、 英 國 牛 津 大 學 哲 學 碩
士 及 哲 學 博 士。
自 1994 年起 任教 於蘇 格蘭 愛丁 堡大
學神 學院，歷 任
死海 古卷 及基 督教 起源 講師、希
伯來 及舊 約研 究教
授， 並由 2005 年起 擔任 希伯 來聖
經及 第二 聖殿 猶太
教講座教授至今。
林教 授為 聖經 及猶 太研 究學 者，
專治 古代 猶太 教歷
史、文獻和宗教思想，以及基督教起
源，研究興趣十
分廣泛，並以精研死海古卷而飲譽國
際，對於探究死
海文獻如何有助今人了解正典的發展
、古猶太教的釋
經及早期基督教等方面，貢獻良多。
林教授的近著包
括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死海古
卷概說》（此書
已翻譯成六種語言，包括中文），以
及由耶魯大學出
版社 出版 的 The Formation of the
Jewish
Canon。林教授
並 擔 任 Oxford
Commentary
on the Dead
Sea Scro lls 主
編，致力推動死
海古卷研究。

「崇基載
於循道衞理香港堂舉辦
本院於2015年12月11日
？歷 史重
「無 謂本 土？ 無畏 本土
道」 公開 講座 。主 題為
教授 擔任
院邢 福增 教授 及關 瑞文
構與 神學 解構 」， 由本
港基督教的
「中國乎？本土兮！香
講員，他們講題分別是
思繁 榮安
序： 從創 世記 第一 章再
前世 與今 生」 及「 亂或
230人。
定」。當日參加人數約
土意識和思
近年中港矛盾引起的本
邢福增指出九七後以至
他又指出面
會也須思考如何面對。
想對年輕人的影響，教
不可能否認
的時代潮流，但香港也
對本土論述這不可逆轉
指出，我們
面對中國之時，邢福增
和不考慮中國因素。在
，成為「中
國社會、為被壓者發聲
可以作出抗爭，並為中
國」的「異端」。
學
關瑞 文從 身份 政治 和神
考
首先
角度 闡述 議題 。他
的
察香港人本土身分形成
穩
繁榮
背景，如何促成對
瑞
定的秩序的肯定。但關
身
許是
文指 出 「序 」或
的
帝
份政治概念多於上
的
心意，而以序作為善
性的
背後 也可 有其 結構
要建 立一 個有 愛和
惡。 所以 上帝 的心 意是
將秩序神聖
序為終局。基督徒毋須
共享的世界，而非以秩
化或偶像化。

2015-2016 年度董事會成員名單：
主席：張亦農（95BA, 97 MDiv）
司庫：林津（95MDiv）
書記：吳家聰（10MDiv）
其他成員：
李信堅（78MDiv）、馮智活（82
MDiv）、
陳家偉（88BA, 90MDiv）、林國璋
（92BD）、
梁遠耀（96BD）、黃家燦（06MA
CS）、
紀治興（07MACS, 08MATS）、呂學
明（08MACS）
林廣雄（14MDiv）

教與 中國 社會 研究 中心 於 11 月 4
1. 中國 基督 教史 學會 與崇 基學 院宗
的另類反思」，由邢福增教授
日再度合辦公開講座「拆 / 抗拆聲中
榮休院長及主恩澤森教席傑出
主持；余達心教授（中國神學研究院
工回應。約有 45 人參加。
教授（神學科））主講；溫州教會同
中國 宗教 文化 研究 社於 2016 年
2. 中國 基督 教史 學會 主辦、基 督教
長就 職講 座暨 會員 大會，題 目
2 月 20 日合 辦中 國基 督教 史學 會會
的 政 策 評 檢（1949-1957）」，
為「 團 結 與 鬥 爭： 中 共 對 基 督 教
院神學院院長 )。約有 25人參加。
由邢福增教授主講 ( 會長，崇基學

「崇基學院神學院校友會」在面書設
立
群組，使校友有一平台可以維繫感情
、
交流、分享，並關懷母校。歡迎大家
加
入，獲取校友會最新資訊。若想加入
校
友會，請到神學院網頁下載表格。

11 月 7 日，本院舉行神學日感恩崇拜，出席的嘉賓、畢業生及家人接近 700
人。校董會主席陳衍昌法政牧師、校董陳偉光院長、侯運輝律師、勞啓明
先生、丘頌云長老、李炳光牧師、吳碧珊牧師、張亦農牧師、陳應城教授，
王福義長老、譚偉倫教授、崇基校牧室許開明牧師、本院老師均有出席。
王福義長老為神學日講員，講題為：「我讀神學的體驗」，他以輕鬆和幽默
的方式和畢業班同學和神學生分享他攻讀神學的三個階段，令大家哭笑不得
之餘，又對讀神學有了更多面的認識。在頒受各個學位後，畢業生黃可安同
學及潘蕾蕾同學代表畢業班同學感謝老師多年的教導。

邢院長作校務簡報指出本年度共有 87 位畢業生及 88 位新生，並介紹本院新任老師和同工。他也提及本院在未來
數年須聘任多位老師，故特別設立「神學教育基金」以為增聘教授及講師作好準備。校友會主席張亦農牧師在報
告後，代表校友會把 27 萬捐予「神學教育基金」的支票移交神學院，由陳衍昌牧師及邢院長代領；李惠莉博士
也捐出 100 萬予本院「崇拜及聖樂老師專款」。

晚上，本院於火炭一酒家設宴，嘉賓、老師、畢業生及其
家人相聚分享主內美好的筵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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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紙張消耗及更快捷、方便通知您本院最新資訊，本
院將增加電子郵寄服務。如希望改以電子郵寄方式收取本
院最新消息，請填寫以下表格，並寄回本院：

籌 款 音 樂 會
由 AINEO MUSIC 及本院主辦的 GOSPEL 籌款音樂會
已於 2016 年 1 月 30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邵逸夫堂
舉行。音樂會共吸引了近 1200 位嘉賓入場，盛況空
前，氣氛熱烈。當晚，人聲澎湃，和聲豐富，音樂節
奏強勁，合唱團使出運身解數，希望把美國黑人社群
中的福音音樂呈現給香港觀眾。

基本資料
所屬類別：

個人

機構／教會

郵寄標籤編號（請參考郵寄標籤上的 ID 編碼）

中文全名：
英文全名：

GOSPEL 音樂源起自十八十九世紀，當時無數非洲人
被販賣至美洲當黑奴，失去所有，血脈裏卻依然懷着
音樂天賦。黑奴在當苦工期間接觸了基督教信仰，
並以歐洲聖詩音樂為基礎，創作屬於自己的音樂，

稱

謂：

以靈歌頌上帝，「福音音樂」隨之而生。

電郵地址：

主辦機構把當晚所得的門票扣除開支後，全數捐給神
學院的神學教育基金。

郵寄地址：

先生

女士

牧師

博士

其他

小姐

（請說明）

聯絡電話：
聯絡電話：

接收資訊方法和種類
接收資訊方法
只以電郵接收神學院最新資訊
同時以郵寄及電郵接收神學院最新資訊
取消接收神學院最新資訊
網上回覆：
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update_contact

是次教會探訪目的為向中
華基督教會梁發紀念禮拜堂
表示謝意，感謝該會支持王
家輝牧師於本院擔任校牧。另
外亦到有校友事奉中的教會探訪
以表支持，讓同學增加對不同
宗派教會的認識。

無論大朋友小朋友都施展渾身解數，把最好的音樂送給大家。

受探訪教會分別有：中華基
督教會梁發紀念禮拜堂、基督
教銘恩堂大埔堂、基督教九龍
城潮人生命堂、中華基督教禮賢
會荃灣堂。出席師生人數約 100 多人。

院長行蹤
1. 2015 年 11 月 20 至 21 日，邢福增教授應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邀請，擔任「第十一屆文化交流史國際學術研
討會：帝國、殖民主義與全球化」主題講員，題目為〈從「文化侵略」到「宗教滲透」：再思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
教的關係〉。11 月 21 日，他又應邀參與台灣基督教中原大學主辦的「『中國內地會』成立 15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宣讀論文〈時代巨變下的「巨人」：1949 至 1951 年的楊紹唐〉。
2. 12 月 28 日，邢教授應邀參加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同濟大學合辦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第六屆圓桌會
議」，宣讀〈基督教與共產主義的調和：試論中共建國後吳耀宗的思考及其實踐困境〉。
3. 2016 年 2 月 19 日，邢教授應邀擔任香港神學生聯禱日工作坊講員，分享「內憂外患的中盼望：從神學教育層面探
討盼望」。2 月 20 日，邢教授就職為中國基督教史學會會長，就職演講題目為「團結與鬥爭：中共對基督教政策評
檢（1949-1957）」。
4. 3 月 7 日，他應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邀請，主講公開講座，題為「中國基督教史的分期問題」。期間順道與本院眾
廣州校友相聚。

教授消息
陳南芬教授
陳教授於 2016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其安息年假期，直至 12 月 31 日。
關瑞文教授
關教授於 2015-2016 年度的下學期休假，直至 5 月中旬。
龔立人教授
龔教授出版新書《在暗角言說上主》。龔教授於 2015-2016 年度下學期休假，直至 5 月中旬。
白德培教授
1. 2015 年 12 月 10 日，白德培教授獲邀於瑞士巴塞爾大學講學，題為：「十九及二十世紀中國巴色差會的使命和革命：
社會更新的爭議」。
2. 12 月 15 日，白教授於蘇黎世大學宗教、經濟及政治中心講學，題為：「中國基督教與社會轉化」。
盧龍光教授
盧教授於 1 月 25 日至 27 日期間獲台灣長老會大專事工委員邀請到台灣台南真理大學主持第 53 屆大專聖經神學研究班
專題講座，講題為「保羅新觀」。
王曉靜博士
王博士獲邀在 3 月 15 日於中原大學任講員，講題為「今日本色教會之試驗場」（中華國內佈道會 1918-1955）。
任志強博士
1. 12 月 13 日應澳門『公民門徒』邀請，前往當地主講『科幻電影與神學想像』。
2. 1 月 4 至 10 日帶領本院十六位同學到台灣南部考察學習，與台南神學院及長榮大學神學院交流，拜訪當地教會及
相關機構，並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台灣總統選舉情況。

恭

賀

1. 2015 年 12 月 5 日，香港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於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禮堂舉行按立聖禮，曾美娟女士（08BD）和
杜敏玲女士（09MDiv）分別獲按立為堂區宣教師及堂區會吏。
2. 2016 年 1 月 17 日，香港五旬節聖潔會於永光堂舉行按立牧師暨授職宣教師典禮。龍振明宣教師（12MDiv）、
梁靄庭宣教師（15MDiv）及林淑櫻宣教師（13MDiv）（迦福堂）獲按立為牧師，該會並授職神學生郭志榮先生（MACS）
為宣教師。
3. 崇真會謹訂於 2016 年 5 月 22 日於該會深水埗堂，分別按立蘇慧敏女士（10BD）和李兆樑先生（14BD）為西貢窩美
堂的牧師和傳道。
願上主賜福各人，讓他們竭力為主作工。
4.
5.
6.
7.

梁孟傑（11MACS）和太太周詠雯的兒子梁亮於 2015 年 9 月 16 日出生。
朱得怡小姐（13MACS）和程子忻先生的兒子程睿善，於 8 月 17 日出生。
黃偉昌（06MDiv）和莫苑玲（08MDiv）兒子黃曉溢於 11 月 12 日出生。
李蕙玲女士（08BD）和葉永傑先生的女兒葉憫悅於 11 月 29 日出生。
願上主保守，讓小孩們健康、快樂地在愛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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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行蹤及人事消息

人事消息及財政報告

悼

20

念

1. 本院友好，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長牧、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名譽董事沈冠堯牧師於 3 月 1 日安息主懷，享年 92 載。
他一生忠誠事奉主，為信徒樹立美好的榜樣。沈牧師於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服務，也在學校教育及社會服務範疇不遺餘
力，曾任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主席及香港聖經公會和合本修訂版顧問等職務，又積極參與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事
工，貢獻良多。沈牧師的追思禮拜及安息禮拜於 3 月 25 日及 26 日在九龍油麻地安素堂舉行。
2. 英國亞巴甸大學的著名新約教授 ─ 馬素爾（Prof. I. Howard Marshall）於 2015 年 12 月 12 日安息主懷，享年 81 歲。
本院對其家人致最深切的哀悼，也願上主賜平安予其家人。馬素爾教授曾任 The Tyndale Fellowship for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Research，The British New Testament Society 及 The Fellowship of European Evangelical Theologians 的主席。
2006 年，馬素爾教授更應邀成為傳經講座講員，以「贖罪論面面觀」為題，重新闡釋救恩觀的代贖論。
3. 前崇真會會長丘頌云長老（75 MDiv）母親羅儉好女士於 3 月 12 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於 4 月 3 日在紅磡殯儀館舉行。
願上主賜平安予丘長老及其家人。
4. 林國璋牧師（92 BD）太太文慧嫻女士於 2015 年 12 月 21 日安息主懷，願天父親自安慰林牧師和其家人。文姊妹的
安息禮拜已於 1 月 17 日於香港殯儀館舉行。
5. 賴漢恩（74BD）母親何瑞林女士與世長辭，其安息禮拜已於 2 月 28 日在世界殯儀館舉行。
6. 本院同工張耀祥（祥哥）的母親周信有女士與世長辭。喪禮於 4 月 7 日在寶褔山舉行。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

收入
崇基校董會龐萬倫基金
捐款：
校友
支持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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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堂會
個人奉獻
非中大學位學生學費
行政服務
其他

HK$
'000

HK$
支出

1,830

教職員薪津
訪問學人
傢俬及器材

170
5,848

8
586
438
4,901
576
45

9,935
2,427
51

行政費用：
廣告╱招生活動
聯誼費
海外旅費╱會議專款
郵電費
印刷及文具
學生活動
神學日
週四團契
非中大學位學生學費 — 中大行政服務
雜項
教室及辦公室維修保養

14,402

132
44
9
193
288
76
85
48
950
248
259

14,697
不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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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印人：邢福增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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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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