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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適逢教會改革運動（Reformation）五百周年，各地教會皆有特別紀念活動。
大部份基督教 1宗派皆用「紀念」（commemorate）而非慶祝（celebrate），

因為改革運動一方面促成了這些宗派的誕生，另一方面也啟動了西方教會的分裂：

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彼此敵對，甚至曾多番互相廝殺。遠至十七世紀的三十年戰爭 
（1618–1648） ，近至二十世紀北愛爾蘭的暴力衝突，皆是慘痛例子。基督教本
身也進一步分裂為不同宗派、不同教會。教會之間彼此批評，甚至建制教會迫害新

興教派，屢見不鮮。二十世紀興起的普世教會合一運動（ecumenical movement）
在信仰與教制、社會參與、普世宣教等方面推動教會之間的互相尊重、互相承認，

以至對話和合作，已見一定成果。改革運動時期最早出現的對立陣營，即天主教與

信義宗，於 1999年 10月 31日在德國奧斯堡（Augsburg）簽署《稱義教義聯合
聲明》（Joint Declaration on the Doctrine of Justification，簡稱 JDDJ），表達了雙
方對此重要教義的廣泛共識及各自的著重點。其後，世界循道衞理宗協會 (World 
Methodist Council)及世界改革宗（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先後
於 2006年及今年加入簽署該聯合聲明。22013年，為預備今年紀念改革運動五百
周年，世界信義宗聯會（World Lutheran Federation）與天主教會宗座基督徒合一
促進委員會（Pontifical Council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Unity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共同發表《從衝突到共融》（From Conflict to Communion），表達信義
宗與天主教雙方對教會改革運動的歷史、對路德的神學、以及對教會合一的共同理

葉菁華
本院副院長（研究及出版）、副教授

1 本文用「基督教」指 Protestantism，「天主教」指 Catholicism，而「基督宗教」則指 Christianity。

2 羅馬天主教會與世界信義宗聯會 (World Lutheran Federation)簽署的 JDDJ，英文版見於 http://www.vatican.
va/roman_curia/pontifical_councils/chrstuni/documents/rc_pc_chrstuni_doc_31101999_cath-luth-joint-
declaration_en.html。世界循道衞理宗協會 (World Methodist Council，簡稱WMC)加入簽署該聲明的聲明，
見 於 http://worldmethodistcouncil.org/resources/ecumenical-dialogues/wmcs-statement-of-assocation-with-
the-joint-declaration-of-the-doctrine-of-justification。世界改革宗加入簽署該聲明之聲明，見於 http://wcrc.
ch/wp-content/uploads/2017/10/WCRC-Association-to-JDDJ-EN.pdf。 JDDJ 全文聯同WMC的聲明已由天主
教香港教區、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共同出版了中譯本，見於 http://www.
hsscol.org.hk/LIBRARY/JDDJ2014/JDDJ.h.pdf。 Justification 在天主教譯為「成義」，在基督教譯為「稱義」，
反映了各自神學上的著重點，故該中譯本稱 JDDJ為《有關成義／稱義教義的聯合聲明》。為簡潔起見，
justification在本文只譯為「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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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 6月 7日在聖彼得廣場的週三講道後接見香港教會「合一之
旅」團友。

解。3天主教和信義宗代表在該書前言中提及，「十六

世紀時，基督徒為追求真理，反而導致西方基督教

會失去合一，是為教會歷史上黑暗的一頁。時至二零

一七年，我們必須共開地承認，我們都在基督面前犯

了錯，破壞了教會的合一。」4該書也明確表達對雙方

過往的過犯感到愧疚，這些過犯包括曲解、諷刺對方，

違反不可作假見證的誡命，甚至故意加劇衝突。5

合一之旅
從以上可見，促進合一是紀念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的重

要主題。為此，基督教協進會與天主教香港教區舉辦

了史無前例的「合一之旅」：來自天主教、聖公會、

崇真會、信義會、路德會、中華基督教會、循道衞理

聯合教會、救世軍的代表（當中既有神職人員，也有

信徒領袖），於 5月 28日至 6月 8日，到德國及意
大利多個地方的，參觀改革運動歷史上重要的教堂或

其他地方，並與當地參與合一運動的教會組織代表交

流，也有機會獲教宗方濟各短暫接見。旅途上大家

一同崇拜、禱告、唱詩、分享聖餐及愛筵，也有不少

機會彼此溝通、互相學習。感謝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讓我得以參與這個旅程，親身踏足教會歷史重要地

點，包括在威登堡（Wittenberg）路德張貼《九十五
條論綱》的「城堡教堂」（諸聖堂）及被譽為「改革

運動母堂」的「城市教堂」（聖馬利亞堂）（路德經

常在此講道、以德語施行的聖餐亦在此開始）；在奧

斯堡（Augsburg）信義宗與天主教簽署《稱義教義聯
合聲明》的聖安娜教堂；舉行特倫託會議（Council of 
Trent）的教堂；在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殿、聖彼得廣場
及舉行教宗選舉的西斯汀教堂等，讓我彷彿走進教會

史現場。更感謝上帝，讓我藉此加深了解各教會傳統，

並體會合一運動的可貴，包括令我更欣賞和珍惜我服

侍上主的地方─崇基學院神學院。

本年 9月 28日上午「合一的展望」的研討會中，講
者之一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蒲錦昌牧師提議天主教與

基督教共同出版一些小冊子，以澄清一些人的共同誤

3 From Confl ict to Communion: Lutheran-Cathol ic Common 
Commemoration of the Reformation in 2017， 見 於 https://www.
lutheranworld.org/sites/default/files/From%20Conflict%20to%20
Communion.pdf。中譯本為《從衝突到共融：2017年信義宗－天主
教共同紀念改革運動合一中譯本》，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及天主教香
港教區於 2017年 7月出版，由道聲出版社發行。

4 《從衝突到共融》，前言（中譯本頁 6）。

5 《從衝突到共融》，第五章（中譯本頁 180–186）。

6 有關何明華會督與崇基學院歷史的關係，見吳青：「何明華及其與中
國關係之研究（1922-1966）」（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08），
135-142。此文經修訂後已於今年出版：吳青：《何明華及其與中國關
係之研究（1922-1966）》（杭州：淅江大學出版社，2017）。

7 邢福增：「華人神學教育發展史脈絡下的崇基神學」，載李均熊編：《崇
基載道．易筋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2015）, 
10-12；陳偉強：「吐露明珠：崇基神學組四十年回顧」，載江大惠編：
《崇基神學四十年（1963-200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
學組，2003），48-51；盧龍光：「香港的神學教育：回顧歷史、檢視
現況、面對挑戰」，《崇基神學四十年 (1963-2003)》，30；。

解，讓人認識兩者是在合一中的教會，而非兩個敵對

的宗教。在場的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鄺保羅大主教

補充說，關鍵在於神學院如何教導學生；我深感認同。 
信徒的合一意識，往往取決於教牧同工的教導；而教

牧同工的合一意識，則往往取決於神學院的教導；而

神學院的教導，跟神學院的辦學教會的精神及所繼承

的傳統甚有關係。

崇基的合一精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的歷

史，跟崇基學院密不可分。崇基學院由多個宗派教會

（包括中華基督教會、循道公會、衞理公會、聖公會、

崇真會、信義會、潮語浸信會）秉承在國內興辦基督

教大學的精神在 1951年創辦，聖公會何明華督是主要
發起人和創辦者之一。6崇基學院於 1959年已有神學
及宗教教育系。當年崇基學院凌道揚院長呼籲各教會

選派學生就讀；中華基督教會便選派了五人。為讓不

同程度的學生也有機會接受神學訓練，幾個有份創辦

崇基學院的宗派教會於 1963年在中華基督教會開設的
香港神學院的基礎上開辦崇基神學院，數年後崇真會

的樂育神學院亦併入。至 1968年，崇基神學院加入已
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的崇基學院，成為香港中文

大學崇基學院神學組。7至 2004年易名為香港中文大
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五旬節聖潔會於 2009年加入成為
支持宗派。

本港有不少神學院校，但只有本院是唯一由不同神學

傳統的宗派教會合辦的神學院，而這些教會所繼承的

傳統正是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傳統。在此傳統下的數

個宗派合辦神學院，致力實踐互相尊重、彼此欣賞、

求同存異、互為肢體、分享資源的合一精神。基於這

種精神，宗派教會跳出自身的框框，為著在地上展現

獨一、神聖、大公、使徒所傳的教會共同努力。事實

上，合辦本院的教會本身已經有或可以有神學院校，

但基於合一精神和神學教育的理想，不會堅持自辦宗

派的神學院校，而希望匯聚各教會的力量，提供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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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的瑞典教會主任牧師在當地信義會基督堂舉行聖餐崇拜後，與參與
「合一之旅」的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代表合照。左起為黃惠嫦牧師（94BD）、
Rev. Per Edler、王澤堂牧師（09 MDiv）、葉菁華教授（95MDiv)。

威登堡（Wittenberg）「城堡教堂」，
相傳路德就在此大門張貼《九十五條

論綱》。

的神學教育，所以樂意與其他教會合辦崇基神學院。

換言之，本院正是教會實踐合一精神的美好成果。為

到胸襟廣闊、目光遠大、珍惜合一的教會先賢，我們

要感謝上帝，而他們秉持的合一精神一直貫徹，成為

本院的核心價值。

因此，本院同學在學習、崇拜和團契生活等各方面皆

受合一精神薰陶。本院的教學不會偏重某一教會傳統

或推崇某一神學派別，而是讓同學認真認識不同傳統

及派別，以求各人在自己的教會傳統及神學派別的基

礎上進而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以神學道學士及神學

道學碩士課程必修的兩科系統神學而言，無論指定閱

讀資料以及我在課堂上的講授，皆涉及不同年代（由

教父時代至當代）、不同地方、不同教會傳統、不同

神學派別的作者。至於為信徒而設的基督教研究文學

碩士課程的必修科「基督教研究的方法與範式」， 
透過講論基督宗教多個範式，讓同學認識歷代主要教

會傳統和神學派別，亦要求同學到一間跟自己教會傳

統差異甚大的教會參與崇拜，實地考察後提交報告。

其他老師的教學同樣貫徹此普世合一精神。此外， 
本院科目包括「普世教會學」(ecumenics)，主要由在
這方面素有研究的老師白德培牧師任教；新近加入本

院老師同工團隊的王曉靜博士，其即將出版的博士論

文正是研究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合一運動。

普世教會合一精神也貫徹於本院崇拜和團契生活。 
周四晚會是崇基學院神學院學生會負責的，每次崇拜

的程序皆有不同，嘗試採納不同的傳統（由聖公宗至

福音堂的傳統皆有），也會邀請不同宗派的牧者主持

崇拜、講道、施聖餐，以及介紹該宗派的崇拜禮儀和

神學傳統。來自不同教會傳統的同學在周四晚會、 
宿舍生活，以至課堂內外的時間，皆有不少交流、 
討論、分享、祈禱的機會。一同學習一同生活的神學

生，將來成為不同教會的牧者和領袖，有助促進教會

的彼此合一。

一些挑戰
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精神也會帶來一些挑戰。由於此

精神容納信徒群體內對聖經、對信仰傳統的不同詮

釋，也對不同的倫理與政治立場盡量採取開放包容的

態度，並且也關顧弱勢的、邊緣的社群，因而往往帶

來在神學取向和價值觀上更廣闊的光譜。廣闊的光譜

意味著從最保守至最前衛的立場也會存在；本院也

有這樣的情況。我們的師生和校友中，既有捍衛傳統

家庭價值者，也有支持性小眾權益者；既有建制派政

黨的參政者，也有民主派政黨的參政者。由於教會和

社會的主流以中間偏向保守的人士居多，本院師生和

校友中較保守一面的聲音，往往未有受到注視，反而

較前衛一面的聲音，卻往往受到更大的關注，甚至在

社交媒體上廣傳開去。因此，不太了解本院的朋友， 
可能會誤以為本院群體的特色就是開放、前衛、非建

制。事實上，本院既然秉承和貫徹普世教會合一精神，

本院校友及師生群體的真正特色必然是既有前衛、 
開放、非建制的成員，也有傳統、保守、建制的成員，

大家可以一同學習、一同崇拜、彼此關顧、互相切磋、

互相辯論，這樣才是本院的真正特色。然而這樣說可

能引起另一種誤解，就是以為合一精神強調包容，因

而便會不重真理、不理是非對錯。其實，合一精神並

非不重真理（大學更是探求真理的好地方），只是不

會先驗地認為自己一貫持守的立場便是真理，更不會

以為自己擁有真理便隨便抨擊別人。耶穌基督才是「道

路、真理、生命」（約十四 6）。我們在追隨基督的
過程中不斷追尋和認識真理，不是已擁有真理。使徒

保羅那種「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腓三 13）
謙卑的態度，甚值得我們效法。

昔日多個宗派教會本著合一精神創立崇基學院並藉此

提供神學教育，本院因而在歷史傳承、核心價值、 
教學方式、課程內容，以至崇拜及團契生活等，洋溢

合一精神。但願本院師生、校友、教會，以至其他同

行者，皆珍惜這個得來不易的合一成果，讓這所別具

優勢的神學院，更能服侍教會、服侍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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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你讀神學？

我本科是攻讀音樂的
，也是一個音樂老師

。我喜歡看

書，喜歡問問題，喜
歡發掘一些新事物，

也對研究有興趣。

本科畢業後，在中大
音樂系完成了文學碩

士課程，常常盼望可

以再次回到校園。我
對人文學科、宗教、

歷史和音樂都很有興
趣，

只要與這方面相關的
知識，我都喜歡。

那時我有個誤解，認
為走進神學院的信徒

，都是打算全職事奉
的神職人員。

我自問没有作為神職人員的恩
賜，也不適合在教會

工作。後來偶然又想
進修，是前

院長盧龍光牧師釋除
了我的疑慮，作為平

信徒，修讀神學有很
多方面，於是我二話

不說，申請了中大崇

基神學院基督教研究
碩士讀程。

為何「有自唔在，攞苦來辛」？

作為一位教師，每天
工作至天昏地暗，下

班有時還要開會。趕
及回到中大，雖然身

心俱疲， 我仍然非常享受崇

基神學院的課堂。老
師不但神學學識淵博

，而且態度開放，完
全没有架子；整體氣氛也

令我有種家的感覺；
同

學們開放及包容，勇
於挑戰老師；我在這

裏上學很愉快，每次
下班很疲累走進課室

，每次下課也心滿意
足離開，

因為心靈滋潤來自信
仰與知識的一種結連

，結果課堂使一個「
搵書來讀下」的我對

神學產生興趣。

在兩年的課程內，我
需要攻讀八科，故此

我上的課堂都是按個
人興趣精挑細選的。

我喜歡歷史和聖經研
究，邢

福增院長的科目必不
可少，他的熱情感染

了我；葉菁華教授惹
笑的同時也顯出學問

和功力；Jason林子淳老師

的課，開拓了我對基
督教思想很不一樣的

眼界；Nancy老師的婦女釋經，讓我
重新檢視聖經婦女，

重新檢視

信仰另一層的關注面
，也重新為自己定位

；不可不提 Sonia，她對所授科目的知
識非常豐富到，有時

即使

病了也堅持上課。她
眼界寬闊，研究方法

令當時還未選修過舊
約的我歎為觀止。當

時我仍然猶豫是否往

外升學，其中 Sonia的一句「你可以的！
」對我有很大的鼓勵

。還有一位很重要的
就是盧牧師，他是

我生命的導師，是他
把我帶入崇基神學院

，也其中一位引薦我
的老師。

以往教會把我塑造成
為一個能看聖經但不

求甚解的信徒，盲目
聽從牧者

的教導，相信權威。
在崇基，老師們並

没有給我指定或固定答
案。

我上教會，講解經文
的人就是權威。崇基

的老師挑戰我們以為

理所當然的東西，從
不同的角度出發思考

。很多時侯，

老師們或許令人很躊
躇，但作為教師，我

認為真正

的教育應是能夠刺激
學生思考的，而不是

讓他

直接得到答案，更何
況是信仰，是生命！

—  賴潔敏 (17MACS)

賴潔敏，一位年輕的
音樂老師，在本院完成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後毅然放棄香港人眼中的高薪厚職，負笈海外，繼續進修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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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往外升學？為何選擇多倫多大學呢？ 
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香港這個地方，我在這裡長大。雨傘運動之前，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漸漸發生了變化，失去了互信。年

輕人挑戰權威；有權威的人視年輕人為「搞事者」，不同意見的人距離也
拉得越來越遠。作為教育工作者，看見社會的不公義、不理解和不包容，很多反省，同時

對於社會的撕裂，很是疲累。很希望在一個自由開放、尊重人權的社會開拓自己。而且，在香港從事教育工作很累，根本沒有時間和空間讓我好好享受讀書的樂趣。過去兩年在崇基

讀書，生活、工作和學習的拉扯令我透不過氣來，我希望撇下一切，真正地享受對信仰的學習和研究。
多倫多大學神學院 Toronto School of Theoogy (TST)是由多個書院組成，不同的書院有着不同的宗派背景，

例如：羅馬天主教、長老會、加拿大聯合教會等等。而我的書院則是聖公宗背景。在這種多元的環境下，我

希望可以像在崇基的學習一樣，因為在大學校院修讀神學，不但資源豐富，而且學術要求認真，在理性和靈性

之間來得平衡。

完成課程後，你對未來有何計劃？
作為教師眼見社會問題已蔓延至下一代的形態，學生除了上課，還要上各種各樣的課外活動如羽毛球、畫畫、

音樂班、芭蕾舞和珠心算，這些真對學生的生命培育有益嗎？家長、學校、社區都急不及待為少年人舉辦很多

活動，但活動是否真的可以服事到我們年輕的一代？或許成年人有時候也不了解自己所想所求。若我們這些

成年人連自己的生命都未能好好地對待，我們怎麼去幫學生找到自己的生命？每個少年人背後都有一個真真

實實的故事，他們的家庭背景或許複雜，或受社會的壓逼，生活充滿無力感。高官權貴盡是既得利益者，

對充滿理想的少年人謾駡，甚至打壓，社會就是充斥這種張力、不理解，諸如此類。我期望自己是一個

看得到社會不公義的人。

我在音樂的裝備幫助不了解決這些問題，唯一令我覺得與生命有連接的就是我的信仰。崇基神學院的老師們都希望結合研究和實踐，希望把所學和生活結連，我希望自己都是朝這方向進發的。未來日子，我將會以學以致用作為我讀神學時最大的目標。畢業後的工作，我持開放態度，現在只是另一個旅程開始，還是等待上帝的安排吧！

訪問、整理：李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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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交流團感言

2017年5月中旬，筆者參加了八天台北花蓮交流學習團。出發前我們先從課堂間認識台灣歷史與文化、
台灣的宗教現況與基督教的發展前景、以及解嚴前後時期台灣的政教關係與宗教政策。在台八天，我

們參觀了宗教研究所、當地神學院、傳教士馬偕牧師的故居和他所辦的醫館及學校、到訪了不同教會、

在花蓮也體驗原住民的風土人情以及他們打從心底的感染力，並且認識了發生在七十年前的二二八事

件及在數十年間基督教對二二八事件的回應與參與。

令筆者最深刻的片段之一，是探訪濟南教會。坐落於台北中心樞紐地帶的近百年的濟南教會，她的

十八世紀哥德式建築風格設計非常吸引且具有歷史文化價值，而在她旁邊正好是立法院，因此在這些

年來濟南教會一直以來見證著台北的變遷。每逢有遊行、示威、台灣的大小二事，濟南教會門外都聚

集擁擠的人潮，他們高呼不同的口號、拉掛起各種橫額，而教會座落在這特殊位置之中，常要實實在

在地面對不同政見、社會要事、衝突和矛盾。就在我們探訪的時候，也看到在教會門外一些被張貼的

標語，濟南教會沒有禁止，牧者說，他們非常歡迎不同政見的群體一起崇拜，甚至為他們製造對談交

流的平台。筆者看見一個美麗的地方—既牧養心靈又活生生地與社會同行—濟南教會。

其二，是到訪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及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讓筆者看見在數十年來長久被禁聲的歷史、

被粗暴的政治壓抑，這段歷史已有七十年了，受難者或難屬都無法討回公道。直到台灣結束戒嚴，這

段粗暴的歷史與溫柔的信仰行動相遇，彷彿成為了一扇窗，讓人在其中得到抒發。這一個公共議題成

為了神學的實踐，蘇南洲社長、曾慶豹教授等分享在二二八平安運動如何以擁抱代替對抗、安慰替代

衝突，並以此成為公共神學的範例，讓基督教的信仰見證成為一個切實的回應。縱然歷史無法抹走，

但筆者仍深深相信行動和努力能讓歷史在今天成為改變和契機。這段寶貴的學習經驗開闊筆者的眼界，

在今下撕裂的社會處境中，仍然在基督信仰中尋得盼望、看得見信仰可實踐的方向。

或許筆者從前也帶著一種遊玩、吃喝的興奮去台灣「旅行」，但經歷八天交流團以及預備的課堂後，

筆者更加體會台灣的美麗，遍佈歷史痕跡的台灣、承載著有血有淚的故事，這些點點滴滴徹徹底底地

更新了筆者對台灣的喜愛，台灣，名乎其實的美麗島，更值得我們探索和學習。

李寶茵（MDiv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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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中

考察團雖完結，但同時帶給我不少反思

今年五月十二至十九日，筆者與三十多位同學、校友及其親屬參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所

舉辦之「台北交流學習團」，藉此了解台灣基督教之發展，以及其在台灣歷史軌跡上的蹤跡。雖短

短七天的考察，但當中所得的觀察及反省，卻獲益良多，尤其作為一位升讀畢業班，將要出工場事

奉的神學生來說，更是寶貴，因為在香港這無論社會及政治環境每況愈下的處境中牧養，台灣基督

教的發展及教會在當中的角色均能作為借鏡。

是次交流團是探討基督教在台灣的發展，那麼，走訪及考察台灣最大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是必然之選。故此，是次交流團除走訪數間長老教會（包括濟南教會、淡水教會、姬望紀念教

會）及認識其發展外，也探訪了由長老教會所辦的兩所神學院（台灣神學院及玉山神學院），以及

與長老教會關係密切的數所私立基督教大學（中原大學及真理大學），並與當中的宗教研究系作出

交流，以了解其在台灣歷史發展上的角色，以及其作為台灣多元宗教下屬少數派的掙扎。而作為台

灣北部長老教會的奠基者，馬偕宣教士的生平及他在台灣的宣教工作也是尋索之重點之一。

本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而行程中也有一天時間是與二二八事件的課題相關，除了參觀台北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外，也參觀了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另外，在參觀台灣神學院時也有關乎這事件

的資料館），並由蘇南洲社長講述二二八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教會在這影響台灣歷史發展的大事

件中的角色，以及如何在復和一事上的貢獻。雖然在答問環節中也有同學表述，這種復和好像有點

把公義丢在一旁。然而，這種復和無疑使二二八事件中施害的一方，免卻了因恐懼被清算，而願意

對這件事積極加以平反及作出公開的道歉，從而使社會走回

復和及和平的軌道上。

環顧香港今天的情況有點像台灣當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後的

處境，當年台灣正值歸回祖國的懷抱，社會充斥着對前途盼

望的氣氛，然而因着接管政權的不濟，結果使民怨沸騰，繼

而爆發二二八事件，最終，誘發了台灣獨立運動的出現。同

樣，今天的香港也相仿，九七回歸曾帶給香港人無限的希望，

然而，經過二十年腐敗的管治，社會及政治氣氛每況愈下，

市民的不滿日益加增，最終爆發了九二八事件（雨傘運動），

結果與台灣一樣，一群社會上的精英分子及熱血青年，卻因

而受到打壓及清算，香港獨立運動也因此而起。究竟，香港

應該如何走？教會在這樣的處境下有何角色？牧者在當下該

如何牧養當中失迷或無望的群羊？以及如何發揮先知的職份，

同時把公義彰顯和使社會復和？這是值得繼續深思的課題，

也是這考察團帶給我最大的反思。

台北交流團分享

余頌孝 Leo（M.Di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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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季週一加油站已於9月25 日在本院聖堂舉行，由本院葉菁華教授主講，題目為「挑戰」，
出席人數共21名。10月份的聚會於10月23日在本院聖堂舉行，由《時代論壇》社長任志強教
授擔任講員。

11月份的聚會將於11月27日 舉行，講員待定。

如欲報名，請登入：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2788257

由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主辦，一連兩天的的第十一屆牧養研討會於2017年9月26日及9月27日在香港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四樓視聽中心正式舉行，主題為「處境中的靈性操練」。

靈性操練是極為立體的，並跟信徒的生活息息相關。若信徒以信仰主導整個人生時，我們所作的每一個決定、所做的每一

件事，也會是關乎靈性的問題。本院盼望研討會能夠透過學者和在不同處境下融入靈性操練的弟兄姊妹分享他們的實踐經

驗，讓與會牧者一起探索如何幫助信徒在處境中作靈性操練。本院邀請了龔立人教授、楊國強教授、郭偉聯教授、龐一鳴

先生、游秀慧女士,JP、陳梁淑貞校長、邵倩文姑娘、任志強教授、關瑞文教授和王家輝牧師（按環節及英文姓氏排序）任
講員。

研討會第一天探討：「閾限，靈性與社會運動：雨傘運動個案」、「心靈教育─再思全人成長」及三個不同處境之專題

研討工作坊：社會關懷、港式生活及精神健康服務。次日探討另外三個處境：學校教育、醫護及日用的飲食，同時亦有專

題研討工作坊匯報及回應。研討會吸引了100多位教牧同工及神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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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開學崇拜於 9月 7日晚於本院聖堂舉行，超過160位師生、嘉賓和親友出席崇拜。本院助理校牧邵倩文姑娘在感謝祈禱中，為全體學生作開學祈禱。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譚偉倫教授、本院客席教授梁明浩牧師及學生會主席彭淑怡同學獲邀讀經。
本院特別邀請了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副總牧周國昌牧師證道，講題為：作成祂的工。周牧師在講道中提及信徒應在等待中儆醒，也要在工作和神學的學習中常保持儆醒，作忠心並且有識見的僕人。他更勉勵神學生學習不同語言裝備自己，向人傳講福音，並謹記自己是上帝代言人的身分。及後，黃根春教授介紹本年度各課程新生，再由陳南芬教授為他們祈禱，祈求聖靈為新生混集了緊張、焦慮和刺激的心情帶來平安，也祈禱聖靈引起學生對學習的好奇，能在學習中得到喜樂。（見下文）。關瑞文教授報告後，由伍渭文牧師差遣和祝福會眾。

Almighty God,
With hearts of thanksgiving, we lift up our new students before you today.We thank you for your guidance in their lives so that they can be part of Divinity School and we become part of their lives.

We understand that it is not easy for anyone to embark on this new journey and commitment to study Theology and we can appreciate the many mixed feelings of excitement and anxieties, curiosity and expectations and joy that may overwhelm each one of them.
We therefore pray that your kind and gentle Holy Spirit to send your peace to the anxious and fearful hearts and mind; your calmness to feelings that are overwhelming. May you gird them with faith to trust and believe when they feel weak. May you send angels when help is in need. Grant us patience and kindness above all.

Gentle and righteous Spirit, inspire in our new students the curiosity and joy of learning and discovering new things, and the perseverance, diligence and integrity to complete assignments.
Gentle and kind Spirit, imbue your love to all of us, as our new students adjust to this diverse and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learning different ways to worship and pray, live and study, have fun and suffer together, and contribute meaningfully to each other's lives -- as we, be woven together through your beautiful presence, become part of each other at Divinity School.

Thank you again, our dear God for your unceasing faithfulness to Divinity School and we look to you for your continuing mercy and grace to guide and lead us to new and exciting times ahead.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cross, in the name of Christ, Amen!

禱文也刊在神學院網頁：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news/prayerfornewstudent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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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院師生營會籌委主辦，一連三日的師生營會於 8月 28
日至 30日舉行。開營禮於下午舉行，邢福增院長發言時表
示將於 9月 1日起享安息年假，以完成積累下來的研究。期
間會由關瑞文教授署任院長一職，直至 2018年 8月底。

開學營會三日兩晚，透過家組活動，靈修，遊走中大校園來

認識學院、老師和同學，為未來的學習生活作最好準備。最

後一天將有聖餐崇拜，一同敬拜天父。

王家輝牧師，伍渭文牧師，葉菁華教授，關瑞文教授、李均熊博士、鄭漢文博士、白德培牧師、陳南芬教授，

黃慧賢博士、任志強博士和劉耀生博士均有出席分享環節，和學生分享自己與神學的相遇經過和讀神學的心路

歷程。他們又簡介來年任教科目，增加師生認識。

學生會也於營會第二日下午舉辦舊書義賣活動，讓同

學可以優惠的價錢購得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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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會的最後一天設有聖餐崇拜，由關瑞文副院長講道，師生都專心聽道。

講道載於本院網站：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news/termcommencementcamp2017_sermon

各組組員就今年學生會的

主題 “connect” 創造不
同的藝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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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7年 9月 25日至 10月 6日宗文社連同崇基學院神
學院於商務印書館 (香港中文大學店 )舉辦「漂。悅─
神學漂書週」活動，推廣神學及宗教研究書籍。

2. 2017年 10月 22日 (日 )神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與
商務印書館合辦「宗教改革五百周年」主題講座，邀請

了葉菁華教授主講「現代社會文化的宗教改革根源」，

是次講座探討現代社會及文化的宗教改革根源，並反思

宗教改革對我們的意義。

DBS0033 智慧文學

本課程主要從四個角度解讀舊約智慧文

學：文學批評、歷史、神學和它對現代

讀者的啟迪，探討這些作品在其古代脈絡

中的意義如何與現今讀者對話，挑戰並啟

發他們。

上課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至 2018 年 1 月 22 日
　　　　　（逢星期一，2017 年 12 月 25 日及 
　　　　　2018 年 1 月 1 日除外）
時　　間：晚上 7 時至 10 時
地　　點：循道衞理聯合教會觀塘堂
　　　　　（九龍觀塘創紀之城三期 602-603 室）
旁聽費用 (港幣 )：$1,200 ( 全科共 8 講 )
截止報名日期：2017 年 11 月 17 日
旁聽網上報名：goo.gl/DvV3Av
非課程選修網上報名：goo.gl/bJdEQK

ADBS043耶穌在馬太福音

本課程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簡介現代西方

學者對馬太福音、歷史耶穌的研究成果，

包括其背景、各項研究方法、不同詮釋

演繹等。使學員能夠從不同角度認識耶穌

在馬太福音中的呈現。

上課日期：2017 年 12 月 6 日 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 
　　　　　( 逢星期三 )
時　　間：晚上 7 時至 10 時
地　　點：九龍九龍塘生產力促進局達之路 78 號 
　　　　　生產力大樓 1 樓 106 室旁聽
費用 (港幣 )：$1,500( 全科共 9 講 )
截止報名日期：2017 年 12 月 5 日旁聽 
網上報名：goo.gl/nSTQJa 
非課程選修網上報名：https://goo.gl/56JE8G

若您願意委身上帝，服事鄰舍，見證天國，

若您希望思想人生未來的路向， 
正在尋覓合適的神學訓練……

本院誠意邀請您參加 2017 CRED Camp 獻心營

C: Christ; Calling 聆聽基督的召喚
R: Reflection 內心真誠的反思
E: Encounter 心靈之間的相遇
D: Dialogue 跨越藩籬的對話

入營時間：2017 年 12 月 1 日 ( 五 ) 黃昏六時正
離營時間：2017 年 12 月 3 日 ( 日 ) 上午十一時正
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 ( 沙田馬鞍山鞍駿街 2 號 )

費用：每位港幣 $460
 *(2017年 11月 10日或之前報名可享優惠報名費每

位港幣 $400，報名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 )

導師：葉漢浩老師、白德培牧師、龔立人老師、 
關瑞文老師、李均熊老師、陳南芬老師、 
王曉靜老師、黃根春老師、黃慧賢老師、 
王家輝牧師、王珏老師、葉菁華老師

查詢：馮小姐或韓小姐 
（3943-9941；calyfung@cuhk.edu.hk）

截止報名日期：11 月 27 日 ( 星期一 )，以郵戮日期為準
活動詳情及報名網址：

h t t p : / / w w w. t h e o l o g y. c u h k . e d u . h k / e v e n t /
CREDcamp201718

日期：2018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2 日 ( 星期一至五 )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校內課室，詳情稍後請參閱報名網頁
對象：對修讀神學課程及聖經研究有興趣之人士
目的：親身接觸神學院課程，體驗本院的神學教育及訓練
內容：參加者可於該週內旁聽本院的 5 節課堂，親身體會

神學學習的思辯現場
報名費用：港幣 $50

活動詳情及報名網址：

h t t p : / / w w w. t h e o l o g y. c u h k . e d u . h k / e v e n t /
openweek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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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校友胡露茜博士（88BD）上星期往美國洛杉磯克萊蒙特 (Claremont)
的 Pilgrim Place，探訪羅素琴女士，即已故沈宣仁教授的夫人。沈師母年屆
92歲，現時行動不便，需要使用助行器。根據胡老師轉述，她心中仍很掛
念沈宣仁教授，也惦記着香港和崇基神學院眾師生。

常被學生稱為 Dr Shen的沈教授，1931  年出生，2004年主懷安息。他從
美國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任教，至

1995年榮休。他曾擔任崇基學院文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及
崇基學院院長。他任教神學、哲學多年，桃李滿門，本院現任老師黃根春

教授、關瑞文教授、葉菁華教授、前任老師黃慧貞教授、中大文學院副院

長賴品超教授，以及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和哲學系多位教授，皆曾是他的學

生。沈教授一直關心和支持本院的神學教育，曾設立「傑出神學生獎」之

獎學金，以表揚於學業及靈命、承擔及投入方面均有傑出表現之學生 。他
在 2003年 11月回港參加本院四十週年慶祝活動後，在離開崇基學院往機
場時，將此代表其學術身份的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袍贈予神學組主任盧龍

光牧師，由本院收藏（現陳列於容啟東校長紀念樓 LG3會議室），以代表
神學教育的傳承。沈教授也着力發展通識教育。崇基學院於2016年，將「綜
合基本教育資料中心」命名為「宣仁通識教育資源中心」，以紀念及表揚

沈教授開創之綜合基本教育及對現行通識教育的深遠貢獻，並將沈教授之

半身銅像置於資源中心，以垂永念。當時他兩位公子曾從外國回港為銅像

揭幕。

羅素琴女士（沈宣仁師母）近況 

宗文社 60週年社慶公開講座（一）

動盪時代的挑戰：六七暴動與香港基督教

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協辦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基督教研究中心合辦

2017年是六七暴動五十年。1967年的暴動，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延展，以推翻港英殖民地政府為鬥爭目標，是戰
後香港社會面對最嚴峻的政治危機。是次講座以六七暴動為中心，探討暴動對香港基督教的衝擊，及香港教會對事件的回

應與反思。藉著史料的發掘，重構出在動盪時代中，今天香港教會業已遺忘，卻又影響深遠的一段歷史。

講員：邢福增教授（宗文社社長）
日期：2017 年 11 月 27 日（一）
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七號演講室（YIA LT7）
網上報名：http://bit.ly/2l8Pmel
查詢：www.csccrc.org 或 39438155 曾小姐

1957年，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1963年易名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成立。研究社的成立，與聖公會何明華會督
（Bishop R. O. Hall）的倡導，以及 1950年代基督教傳教運動在國內遇到挫敗有著密切關係。當時部分在港的傳教士，深
感基督教在華史的最大教訓，在於未能了解中國固有的文化與宗教。在這背景下，何明華草擬了〈有關現階級香港基督

教中國宗教研究社基本宗旨之擬議〉（A Suggested Definition of the Purpose and Basis of the Hong Kong Study Centre in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與數位傳教士籌組研究社，落實有關的反省。

轉眼間，2017年是宗文社成立 60年的大日子。60年來，本社的社址由道風山遷至油麻地，再於 2000年遷入崇基學院神
學樓。雖然香港教會及中國教會在過去六十年來經歷了急劇的發展，但本社一直堅持對基督教與中國的關注及研究。2017
至 18年間，宗文社將推出一系列慶祝社慶的學術活動，包括學術講座、神學研討會等。詳情請留意本社 Facebook [www.
facebook.com/CSCCRC/]、網頁及下期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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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介

書名： A Socio-Rhe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etter to Philemon in Light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 Exhortation to Transform a Master-Slave 
Economic Relationship into a Brotherly Loving Relationship

作者： Alex H.H. Ip ( 葉漢浩 )
出版社：Mohr Siebeck
出版年份：2017
頁數： 246 
售價： 84,00 €

內容簡介：In this study, Alex Hon Ho Ip argues that when Paul wrote to Philemon 
about Onesimus, his main purpose was not to try and reunite, as is widely 
held, a runaway slave with his master, but rather to have Onesimus 
accepted as a beloved brother in Christ. By examining the letter's inner 
texture, the author shows that Paul's main concern was for Philemon 
and Onesimus to be reconciled in brotherly love. The inter-textual weave 
reveals Paul's theological and ethical thoughts on love, which is the basis 
for the apostle's main argument. By taking a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pproach to help reconstruct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lave 
and master, Alex Hon Ho Ip is able to offe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relationship Paul argued against. With all this in mind, the focus 
is on re-reading the letter and hearing how Paul's rhetoric exhorts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Onesimus and Philemon.

書名：新．網中人 ─ 網絡與牧養
主編：王家輝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出版日期：2017 年 9 月

內容簡介：新書整理了第十屆週年牧養研討會「新．網中人─網絡與牧養」中的內容。講

員包括馮應謙、黃岳永、俞真、孔維樂、林偉堃、陳韋安、任志強、陳龍斌、

李駿康、關瑞文、葉菁華，一同探討網絡與牧養的關係及如何善用科技網絡傳

福音。內容既有理論，也有實踐例子同經驗分享。

書名：《走進時代的信仰》
作者：袁天佑
出版社：亮光文化
出版年份：2017
售價：$98

內容簡介： 或許你也聽過「穿上西裝不會變高層，返了教會不會變好人」，也覺得某些高
調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的行為嗤之以鼻；這正正指出了現今教會及基督徒的

問題「表裡不一」。誰是真信徒？誰是假信徒，哪間是真教會？哪間是假教會？

不是我們可以隨便批評的，然而我們都應該認清教會／信徒應該怎樣做才算是

合乎聖經的教導，才算是遵從神的心意而行。特別是在現今的香港社會，問題

不斷，關係撕裂，信徒更應做好基督徒的本分。

 在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工作 38年的袁天佑牧師，因著於雨傘運動時開放教會，一
方面被支持雨傘運動者激讚，同時被反對雨傘運動者責罵；但袁牧師不卑不亢，

指出這個決定的背後原因，不是鼓吹或支持雨傘運動，只是不論階級、信仰或

政治立場，為有需要的人士作出援助，以往在 2004年數十萬人遊行、2009年
豬流感事件封鎖酒店、2013年碼頭工人罷工事件中，袁牧師也有開放教會接待
遊行人士、警察、工友。全書中分為7章，〈這時代，叫我怎樣當一個基督信徒〉、
〈根基在於耶穌的教導〉、〈回應時代的呼聲〉、〈看見人，也看見人的需要〉、

〈活出基督信仰的生活〉、〈上主的道路不同我們的道路〉、〈信仰從來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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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增教授於9月1日起，開始享用安息年，任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訪問學人。
他於9月22日至24日，應邀赴美國華盛頓，在「宗教改革與社會轉型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動盪時代的挑戰：
六七暴動與香港基督教〉。10月24日，他應臺灣基督教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及基督教華人與文化社會研究中心邀
請，任歷史系列演講，講題為「在地下工作：國共內戰時期的地下黨基督徒」。10月26日，應國立政治大學宗教
研究所邀請，主講：「從宗教社會學角度看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幾個問題」。

院長安息年行蹤

關瑞文教授

1. 關教授應邀於2017年7月12日，到英國倫敦St. Mary University，出席由 British & Irish Association for Practical 
Theology主辦題為 “Voicing Diverse Ethnicities in Practical Theology” 的國際學術會議，並擔任大會主題講員，主
講題目為 “Negotiating the Meaning of Spirituality in Holistic HealthCare from a Chinese perspective.”

2. 關教授應邀於2017年7月14日，到英國倫敦St. Mary University，主講由Cambridge Theological Federation 舉辦之
實踐神學博士班暑期課程。題目為“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for Practical Theology.”

3. 關教授於9月1日起任署理院長。

教授消息

神學校董會在10月舉行的會議上，通過推選蘇成溢牧師為新任校董會主席。現任主席陳衍昌法政牧師卸任後，將任副主
席。任期自2018年1月起。本院對陳牧師多年來帶領神學校董會，致以衷心感謝。請在禱告中記念蘇牧師及眾校董。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仁社，即 1967 年畢業生，在十月慶祝畢業五十周年，於 10 月 26-27 日回母校參加一系列慶祝活
動，其中一站是探訪神學院。早前，仁社校友特別訂造兩套唐朝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的琉璃／水晶雕塑模型，作為畢業

金禧紀念送贈學院的禮物，一套擺放在崇基學院行政樓地下電梯大堂，另一套則送贈神學院，現時置於本院聖堂入口處。

10 月 27 日為崇基校慶日，午後，仁社一行 80 多人到本院參觀聖堂，耶穌為門徒洗腳像，由本院署理院長關瑞文教授和
教牧事工部主任王家輝牧師代表接待。關院長在致歡迎辭時，答謝各師兄師姐的心意和對神學院的關心，並邀請他們和

家人多參加本院大小活動。他同時介紹聖堂的設計特色和建造緣由。社會工作學系的陸炳泉師兄（前香港郵政署長）在

歡迎辭後，代表仁社致送紀念品予本院，由關院長代表接受。陸師兄表示置身聖堂令大家享受安靜平和的感覺，並表示

自己為《神學院通訊》的忠實讀者。

聚會後，大家紛紛在聖堂內、耶穌為門徒洗腳像和水晶景教碑旁留影。

15

15 院長行蹤及其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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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7年10月20日，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協和堂舉行2017年按立牧師、接納暨差遣宣教師感恩崇拜。合一堂香港堂
李瑞文宣教師（09MDiv）、香港閩南堂陳淑儀宣教師、基順愛的家劉寶珊宣教師（10BD）獲按立為牧師，同時
差遣李素嫻（14MDiv）為本會宣教師。願上主賜福各校友，繼續努力為主作工。

2. 2017年10月21日，張大衛傳道（10MDiv）獲基督教路小教會按立為牧師，地點為信望愛互助社。

3. 10月29日，本院教牧事工部同工蕭凱文小姐和萬駿德先生於沙田信義宗神學院明節堂舉行結婚典禮。願主賜福
一對新人。

4. 陳志安（MDiv 2）和陳慧深於8月26日在葡萄藤教會舉行結婚典禮。

5. 鄧承軒宣教師（09MDiv）的女兒於7月9日出世，取名鄧禧旻。願天父祝福。

6. 蘇成溢牧師（85BD, 93MTheol）的神學博士論文已通過答辯，其論文題目為“The Quest for Visible Unity─  
A Study of the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s of Church Unity, fromOrganic Union to Conciliar Fellowship to 
Koinonia”。謹在此恭賀蘇牧師

林美恩小姐（10MDiv）的胞姐林美詩小姐於9月29日安息主懷，其安息禮於10月21日於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愛華村堂
舉行。

恭　　賀

哀　　悼

Design by CA Design

葉菁華教授

葉教授於9月30日出席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中心主辦之「香港與自由」工作坊，其發言題為：
「宗教與自由在香港：基督教的個案」。

陳南芬教授

7月14日，陳教授往倫敦King’s College出席The Society for Old Testament Studies Summer Meeting 2017  ，並於7月
17日至19日出席百周年慶祝活動。 

8月7日至11日，陳教授往德國柏林Humboldt University，出席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Biblical Literature 的會議。
8月10日，陳教授發表文章 “Reading the Story of Tamar and Hong Kong Sex Working Mothers”。8月8日，她為 
Fostering Biblical Scholarship的遴選委員會成員。

葉漢浩教授

葉教授於9月20日至26日到墨爾本出席第11屆Asia-Pacific Early Christian Studies Society 舉辦的周年會議，發表文章 
“A Christian Response to conflicting relationship in a Roman household”.

王曉靜博士

王博士於2017年9月19日至24日，於英國牛津大學，出席The Ricci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USF) 
and the China Centre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合辦之2017 Oxford Workshop on “Historical Legacies of Christianity 
in East Asia: Bridging a New Generation of Scholars and Scholarship”研討會，並宣讀論文All One in Christ Jesus: 
Cheng Jingyi and the Quest for Christian Unity in China。

論文“The Chinese Home Missionary Society: An Early Attempt at Shaping an Interdenominational and Indigenised 
Chinese Christianity (1918-1955)”於2017年10月在Yearbook of Chinese Theology 2017 (Leiden: Brill, 2017) 發表。

教授消息

許開明牧師（83BD）於今年7月底於崇基學院校牧室退任後，應邀擔任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主任牧師。

校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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