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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助理教授

一 真實的夾縫

在夾縫的生活中，只能在回程機上才有一點空間觀看「逆權司機」這電影，帶來的

震撼不單來自電影的拍攝質素及演員的表現，更是來自上年在韓國親身聆聽當年社

運參與者的分享，同時亦有感電影的處境與今天香港困局的相似。故事沒有英雄，

主角是活在夾縫中的普通市民，貧窮、單親爸爸、沒錢交租為了爭取一單能幫助交

租的生意而接載德國記者到光州（當然原本主角根本不知那外國人是一名記者， 
亦不知這行程有多危險）。電影不是強調他有多英勇，反而是把他的人性陰暗面都

拍了出來。市儈和出賣朋友都是他活在夾縫空間下的倒影，他不單生活在資源的夾

縫，也生活在資訊的夾縫中，被主流傳媒的謊言報導誤導下，主角完全不明白光州

所發生的一切及學生運動的動機，直至他身在其中，目睹一個一個平民倒下，他才

醒覺，亦使他看見真相，看見他的使命，最後決定要幫助記者把真相公諸於世。 
在這電影中，沒有英雄，只有活在夾縫中活出使命的例子。

今天的香港，我們都愈來愈感受到那夾縫的真實。股票市場創歷史新高的同時， 
有創歷史新高的21萬人住在劏房。哥爾夫球會可用1000元租下170公頃土地，但有 
人要用6000元租150呎的劏房。在政府呼籲包容因太忙而犯錯的司長的同時，他們
在沒有任何法理基礎及實質證據下DQ（disqualify）了年輕參選人；在公立醫療系
統嚴重爆滿的同時，政府及建制政黨繼續通過一筆又一筆的巨額超資基建； 個人
生活而言，香港人很難不活在各式各樣、有形無形的夾縫中， 住在「狹」縫已是
香港人每天面對的無情事實。香港的教育制度彷彿就是訓練順民的搖籃，不問思考

只求答案、不求人生價值只求學位一席，近日更開始嘗試以政治立場影響教育的方

向。或許我們都感受到那份巨大的勢力，我們都感受到高牆的冰冷與堅硬，也許我

們會與逆權司機主角早期的看法相似，我們都不能改變什麼，倒不如活在自己的世

界享受僅有的空間吧。也許我們都有這想法，事實上，近期每次回應政治事件都比

以往多了一份壓力。多寫一份學術論文不是更好嗎？少一個機會被攻擊不是更安全

嗎？這些現實中的夾縫不單使我們生活困難，更在蠶食或扭曲我們的價值，驅使我

們走向兩個極端，一是對社會或鄰舍漠不關心，另一個方向是走向仇恨或失望， 
但兩者都會使我們忘記自身的使命。

面對夾縫的時代，信仰的力量不單是尋找方法（How） ，更重要是尋找一個視野
讓我們有正確的態度與方向，同時亦讓我們能站在正確的盼望上，活出使命。事

實上，新約聖經時代亦同樣處於一個充滿張力的夾縫處境中，由Augustus 開始的
羅馬帝國，歷史上稱為 Pax Romana 羅馬和平盛世。但這表面的和平其實是建基在
政治、經濟及文化的操控政策之上。 新約聖經的教導不是抽離現實的教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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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中的教導都是前設了這些夾縫處境而提出的。 忽
略這點很容易使我們以為聖經視社會問題如制度問題

如無物。事實是，新約聖經是有強烈的處境性，但同

時，聖經作者的關注不會停在制度的層次之上。從這

向度出發，下文將主要從腓立比書的處境出發，了解

腓立比城的夾縫處境。再嘗試尋找保羅如何在書中提

醒活在腓立比城的信徒，如何在帝國拓展的夾縫中，

活出基督的樣式。

二 帝國的夾縫

腓立比城是羅馬的殖民地，而殖民地亦是羅馬帝國操

控的工具之一，透過建立帝國的制度及運作模式來展

示及建立羅馬價值。1羅馬帝國在軍事上的強盛不用

在這裏詳述了。在政治上，羅馬帝國崛起的初期，羅

馬君王期望利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建立一個

易於被操控的「和平盛世」。當然這不會是真正的和

平，這表面的和平背後卻是充滿壓迫與操控，人心卻

是充滿不安與憤怒，羅馬亞史學家Tacitus 曾經這樣形
容當時的羅馬盛世，「他們製造了一個沙漠，然後稱

它為和平。」 他們用各種的手段來把不同的聲音都壓
下了。

2.1  自利、爭競與把人物化的價值觀。

在這盛世的背後，羅馬帝國的貧富懸殊現象卻十

分嚴重，學者保守估計最低限度貧富的比例大約

是9:1。2政治制度上，元老院的議席被Augustus 
由1200人縮減至800人。3社會上流行的價值觀亦

對基督教充滿挑戰，對當時約有二千萬的奴隸，

羅馬社會只視他們為工具及物品，與基督教所強

調的愛鄰如己相距甚遠。而在不同的價值中，經

濟利益的考量成為羅馬帝國一個重要因素，這主

導的價值大概可追溯至公元前146年了，在徹底
打敗希臘的古迦太基戰役（2nd Punic War）後，
為羅馬帶來大量戰利品， 這些經濟上的利益為羅
馬帶來人與人關係上極大的轉變。4主要是因着財

富的分配是根據權貴在社會所獲的榮譽（honor）
來分配的，結果是為了爭取更大的利益，權貴之

間在不同層出現更大的競爭 。羅馬歷史學家路
斯提烏斯（Sallust）更指出，這現象亦為貧富兩
個階層的人民帶來了很大的張力。路斯提烏斯更

進一步以「先是愛金錢，之後是權力。而貪是萬

惡之根，而貪婪把原來社會重要的價值基礎如忠

誠、誠實等都動搖了」來形容羅馬的社會。5

除了這些經濟利益主導的價值觀外，「壓榨」與

「把人物化」也是當時其中一些主流的價值觀。

這些價值的來源主要是源自經濟與政治的權力不

均，而在眾多不均的分配中，土地的分配與奴隸

制度是其中兩個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在第一世界

初期，土地都被有財力的地主所壟斷，他們藉男

丁參軍的機會，把更多土地都據為己有，把原有

的土地不均問題更加激化了。6

另一方面是要管理大量奴隸的制度，當時奴隸在

數量及所涉及的工層面都是十分廣及深的。數

量上，奴隸的數量大約佔整個羅馬帝國的人口三

份之一，同時他們所涉及的工作範圍亦十分廣， 
由在農場或礦場提供純綷的勞動力，到在大戶人

家（household）中提供十分專業的服務，當中
包括會計、教導及代表主人作遠程貿易的代表。

要管理如此龐大的奴隸制度，羅馬政權用了很多

不同的方法，不能在這短文一一介紹，但其中一

個最核心的價值就是把奴隸物化，以致他們可以

以任何方式奴役他們以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 
同時亦可以把他們以物品般買賣。要達到這樣的

經濟目的，他們首先要把奴隸物化。這種物化先

是透過法律，再透過日常生活中對待奴隸的方法

與態度，最後成為整個帝國的一種價值。這種物

化的價值，更成了羅馬帝國其中一個主要的經濟

價值。

這些經濟主導的制度配合強大的軍事威嚇，使第

一世紀時期的人與人的關係都被這些制度背後的

價值所主導了。例如，強調了個人的經濟利益、

把弱勢群體物化、及利用經濟優勢來爭取個人的

榮耀及操控弱勢群體等，可惜當時的政治制度亦

未能提供盼望及出路，革命更是遙不可及的幻

想。作為一世紀的基督徒還有什麼盼望？如何活

在如此夾縫？以透過腓立比書來作一點反思。

三 腓立比書中的夾縫使命

腓立比書其中一個容易被誤讀的向度，就是以為保羅

在教導正面對各樣挑戰與壓迫的信徒接納一個離地的

教導。因為喜樂（名詞及動詞）很多人因為這書出現

了共14次這字，所以有很多人會認為保羅所教導的
是一種真空的喜樂，不用理會處境只管喜樂的離地教

導。事實上，保羅在寫腓立比書的時候是清楚當時腓

立比信徒正面對不同層面的夾縫，特別是當他們面對

1. Brian Campbell, The Romans and Their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2011), 15.

2. Steven J. Friesen, “Poverty in Pauline Studies: Beyond the So-called 
New Consesus,” JSNT 26 (2004): 340.

3. Alex Hon Ho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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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NT2 444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7), 
140.

4. Ip, A Socio-Rhetorical Interpretation, 126.

5. Sallust Cat., 10.2ff.

6. Colin Adams, “War and Societ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Greek 
and Roman Warfare,vol. 2, ed. Philip Sabin, Hans Van Wees, and 
Michael Whitb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9. 
土地擁有的不均，更造就了一個以壓榨為主的經濟制度。地主們開始
以（Latifundia）土地分租的模式管理土地。地主一般會把最肥沃土
地留給自己，然後用大量奴隸來生產當時有大量需求的農產品（Cash 
Crop當中包括葡萄及橄欖等），再以高昂的租金把次等土地租給沒
有土地的農民，對沒有土地的土地租用者而言，會因為租金的高昂而
受着極大的經濟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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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價值的衝擊時，不能理解為何保羅會為主而受

苦。7亦不能明白為何這服侍人而不是受人服侍的主竟

然可以得着最高的榮耀，保羅正正要回應的是，真正

的喜樂不是跟隨羅馬價值而得的，而是活出天國國民

身份而得的，是一種在夾縫中活出召命的喜樂。以下

部份是嘗試點出如何在腓立比書中，尋找這夾縫召命

的秘訣。

看見黑暗，仰望上主

保羅在腓立比書所關注的，正是如何能夠在夾縫處境

中活出召命。而當中第一個重點是看見黑暗，看見問

題，看見與召命相違背的價值。這種看見，是活出召

命人生的基本。我們的召命從來不是在真空的處境

中發生，亦沒有假設社會或世界會接受我們的價值， 
相反，我們的召命從來都要預備面對黑暗。在腓立比

書中，亦不乏正面面對這些黑暗的例子，例如在一章

15至17節，保羅便清楚的指出當時有部份傳福音者不
純的動機，在2章3至4節亦暗示當時充斥着的自利、
貪圖虛榮、只顧自己的事（2章21節再回應）等主流
價值。看見黑暗是重要，因為沒有面對黑暗的預備，

我們的信仰便容易離地，亦失去了對世界的影響力，

因為這根本不是召命的本質。同樣，只停在世界的黑

暗也會令我們失去回應召命的方向，有時也會令我們

跌入失去信仰的力量。所以，看見黑暗的同時，更

要學懂仰望上主。仰望上主不是抽象及阿Q的表達， 
而是積極地尋找屬天的盼望就是天國的價值與榜樣 。
這兩點亦是保羅在腓立比書極重要的勸勉。

仰望屬天的價值

仰望上主是指我們相信我們既要回應黑暗的制度、人

和事，但我們的盼望不在這世界的制度與價值。像保

羅在3章20節指出，「我們是屬天上的國民，並且等
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意思是，我

們是有與這世界不一樣的價值，我們行事的因與盼望

的結果是與世界不一樣的。在腓立比城中，面對保羅

因傳基督而入獄，在世界的價值觀而言是失敗及沒有

榮譽甚至是羞恥（shameful）的表現，亦是這世界的
價值導致腓立比信徒群體中出現了不安與爭論，亦因

此失去喜樂。保羅要在腓立比書重新提醒他們，捉緊

天國價值的重要。而面對現今黑暗的世代，我們不要

忽略鑑察我們行事為人的動機，因為黑暗世代最危險

的地方就是使抗衡黑暗者都成為黑暗的同道。在腓立

比書中，保羅在1章16節提醒我們愛及2章4節關顧鄰
舍仍是面對黑暗時重要要持守的價值。沒有了愛又沒

有了鄰舍，我們很容易跌入自義與仇恨的危機。面對

黑暗的人與事，我們仍要持守保羅在羅13: 9及加5:14

所說的，「律法都包括在愛鄰如己這一句話了。」對

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跟隨這世界尋找果

效，而是跟隨基督尋找使命。只看着果效，我們或許

會失望。看着使命，使我們有力量。

仰望奴隸的榜樣

腓立比書另一個給基督徒活在夾縫的信息就是學效榜

樣，保羅在3章17節清楚提出，「弟兄們，你們要效法
我，也當留意看那些效法我們榜樣的人。」保羅亦在

林前清楚的教導，「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

樣。」可見，榜樣既是保羅其中一個重要的思想，也

是信徒的召命。我們既要學習基督，也要成為世人的

榜樣。在腓立比書中，保羅展示了四個見證作榜樣，

就是保羅自己、提摩太、以巴弗提及耶穌。 他們都
展示一些如何活在夾縫中的價值，他們都選擇與世界

不一樣的價值，及以鄰舍為中心的生命。其中最核心

當然仍是基督，在2章6-7節所展示的耶穌就是那位本
有神的形象，卻選擇進入夾縫成為人的樣式，更是人

制度中最低下的奴隸形象。耶穌所展示的奴隸形象， 
不單是願意服侍，更是用最低下的身分，不為自己的

利益，更重要是看不見希望下，仍願意在夾縫中實踐

使命。祂沒有在制度上帶來改變，但卻為人類帶來很

大的改變。這榜樣既是我們學習的樣式，也是我們的

呼召，所以，保羅在描述其餘三位的見證，也流露相

同的價值。就是選擇不以自己為中心的價值，在夾縫

中選擇屬天的價值，就如保羅在1章23-24節；提摩太
在2章20-23節及以巴弗提在2章30節中所展示的都是
與基督相同的價值榜樣。

活在夾縫的啓示

活在今天的香港，我們既要認真面對黑暗的世代，但

不要被黑暗支配及吞噬。我們既不能視黑暗的事不存

在，或以沉默的形式站在壓迫者的一方。但同時我們

亦要防備黑暗帶來的另一個危機，就是被黑暗的存

在而帶來的無力感，仇恨與失望所支配，忘記了夾縫

中的空間，忘記我們在這個世代中的使命。在我個人

而言，面對如此龐大的貧窮問題，我們很容易會失望

與氣餒，但過去的神學訓練與服侍貧窮人的經歷告訴

我，在這夾縫中仍有很多召命的空間，所以我會繼續

作貧窮教育的工作，利用每次上台的機會帶出愛鄰的

教導。或許我不能帶來任何制度上的改變，但這是我

的召命，也希望成為一些人的榜樣。昨天聽了神學院

學生音學會「延續」，用最後林思漢同學的一句話互

勉，希望我們在這亂世「不要只為爭取好人的光環，

仍要堅持彈奏出自己的旋律。」這種堅持中的旋律，

也許就是我想說的夾縫中的召命。

7. Paul A. Holloway, Philippians: A Commentary, Hermeneia (Fortress 
Press, Minneapoli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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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多遷
古有孟母三遷，林崇智牧師在年幼時，搬家的次數原來也多

得令人咋舌。「我們家境一般，居住環境狹窄，屋裏人口

多，使用共用廁所時間相對也長，常常被鄰居投訴，以致房

東不續租而須搬家。單單小學年代，我已換了五間小學。 
中學時代也換了好幾間學校。」自幼在教會長大，家境貧

窮，讀書成績平平的林崇智牧師曾立志作清道夫，社工和

教師呢。1975年，林崇智參加夏令會，決志一生事奉上
主，但自覺十分平凡，不是作牧者的材料，於是也没有繼續 
跟進。

有一天，堂主任梁林開牧師碰見他，竟然問：「林崇智，

你去讀神學，好嗎？」林牧師當時不以為然，没想到梁牧

師一直放在心上，一個月後再次問及，並邀請他好好祈

禱。林牧師在策劃福音營的過程中，深深體會到教會收割

的工人少。於是，他回應了梁牧師的邀請。「我没有學

位，當時患上肺病，對於是否適合保薦我往崇基讀神學，

教會最後以34票對32票，兩票之微僅僅通過。他們還要
我多休息一年，把身體養好才讓我入讀崇基。」在等待期

間，林牧師在禮拜堂任職幹事，汲收牧會經驗。

煎．鯨肉
1978年入學初期，各方面都不太適應，但很快，就和同學
們打成一片。「神學樓的生活寫意，同學相處愉快，一同

學習，談天和生活。我還養了兔子和鴨子，又種了蕃薯，

但可惜後來兔子卻給野狗吃了！鴨子也病死了，幸好蕃薯

豐收」。正當小編為兔子和鴨子感到傷心時，林牧師氣憤

地說：「唉，害我們吃烤兔烤鴨的計劃完全失敗……」

林牧師又笑着談及一桩校園舊事，香港海域曾發現一條鯨

魚屍體，後送往中文大學，林牧師立即和同學好奇地去了

解，結果取了一塊作「研究」，主「研究員」陳德昌同學

和林牧師等以牛油煎封鯨魚肉，試圖找出兩者會產生怎樣

的口感，卻「發現」原來鯨魚肉質感像豬肝，以煎封方式

校友專訪  

多姿多彩的生命旅程　林崇智  

多 姿 的 命 程              彩 生 旅多

—  林崇智 (83BD)        

會「出水」，並不適合食用。1980年往神學樓的後山探
險，順道將這一株幼小的木麻黃挖回來種在神學樓的草坪

上，今天已長得比神學樓高了。林牧師又對「臘鴨尾巴」

情有獨鍾，在神學樓住宿時就曾在房內蒸臘鴨飯，香得使

社監江大惠老師也禁不住前來干涉，以阻隔香味四溢， 
影響大家溫習心情。

憶．崇基 

「有時候，我們會相約張貴雄、陳慎禮等同學跑步，

也有機會和陳佐才牧師食早餐，分享他的牧會心得； 
沈宣仁老師的基督教經典，使我得以涉獵早期教父的著

作，開拓視野；還有系統神學的潘應求牧師…，崇基可說

是改變了我的信仰，由窄至闊，由淺至深，令我把個人信

仰與教會、社會和世界的實況結連，以開放入世的態度去

理解信仰。」

林牧師深感崇基的訓練非常受用，但他同時也認為： 
「作為牧者，神學知識只是其中一部分。牧者應有怎樣

的生命？如何可以影響別人？如何建立有生命力的信仰

團體？如何帶着使命在世界作見證？或許神學院老師未必

會教授這些「知識」，但我相信，作為一個整全的神學教

育，也應帶領神學生思考以上種種生命問題。」林牧師期

望崇基神學教育不單保持學術上自由，具理性和紮實的基

礎，更加能鼓勵傳道人和牧者終生學習，因為對信仰的追

求不應單單在讀神學的數年，更要不斷開拓信仰的視野。

「在追求理性的同時，也要保持生命的敬虔，必須平衡兩

者。因為信仰除了知識，更須透過生命委身實踐出來。」

林崇智，1983年畢業於本院神道學學士，2002年美國愛默里大學完成教牧學博士課程，主修宗派神學傳統與體制；

1987年獲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按立為牧師，2015年起任該會會長，亦為安素堂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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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同學陳德昌牧師合照。

令人懷念的崇基校園生
活

愛．分享 

談到委身和實踐，多年前，林牧師作了幾個重要的決定。

「有一天，我們一家經過畫廊，畫廊的院長看着我們， 
然後說：『你們這家人很奇怪，全部孩子的樣貌看起來都

不一樣。』」孩子關懷地笑着回答：「是呀，因為我們四

個的父母都不一樣的。」

大女兒六歲的時候，林牧師跟師母談及想領養小孩的心

意。「受大三時候一位來自美國德州的老師影響，我對

自己說，如果上帝給我一個家，我會像老師一樣，和没有

家的小朋友分享。」成功說服了有一點猶豫的師母，林牧

師從1996年開始，分別迎來了第一個，第二個和第三個
小孩。「生命的見證，比起任何說話重要。」林牧師一家

生命的見證，令不少帶着各種緣由希望領養小朋友的弟兄

姊妹也來向林牧師討教，詢問領養的細節。「我大女兒從

來没有因為其他領養的孩子而吃醋，自小她就有三個弟妹

讓她使喚，更能以大姐的身分實踐關心弟妹。對她來說， 
也是一份祝福。」

一個決定，祝福了四個小孩。「有些東西想得太清楚，考

慮太仔細，你是不會去做一個冒險的決定，但這些冒險的

選擇往往改變人生。人只能活一次，我希望是過得豐富，

過得多姿多彩，有意義和有價值的。」林牧師直言帶孩子

長大的生命工程並不容易，一路走來，也不是無風無浪，

須處理小朋友成長問題，教育問題和相處問題等等。「但

我感覺陪伴孩子們成長是上帝託付予我和師母的使命， 
這比起什麼會長，牧師，主席等等職位來得更重要。」

擔．重任
擔當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會長、又是安素堂主任牧師 ，
林崇智牧師無可避免地開很多會議，處理很多公務。「要

做好牧養，必定牽涉不少行政工作。如何擺放資源，如何

訓練人才，如何推動事工，好的牧養果效也需要行政工作

的配合，而這些工作所牽涉的會議也是必須和有價值的。

行政和牧養工作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林牧師表示雖然

他最喜歡牧養人，但他視行政工作也是牧養工作的一環。

當被問及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屬下的國際禮拜堂重建計劃，

鉅大的籌款數字會否為教會及他本人帶來壓力時，林牧師

這樣回答：「國際禮拜堂重建計劃完全没有為我個人帶來

壓力，因為我深信教會的事工，是教會全體同工和弟兄

弟姊妹去推動和回應的。每一個建堂計劃，我們屬下教堂

都齊心去完成，所以我完全没有壓力，相反，很多時候， 
要處理來自屬會的禮拜堂學校／機構的人事或投訴，更感

壓力。」

集．古物
林牧師公務繁重，平日最愛的竟是收藏與教會相關的古

物／文物。「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翻新時不保

留的吊燈，香港堂正堂和副堂的大門，北角堂創堂時採用

的威斯汀風扇，1952年，衞斯理村禮拜堂停止運作時的
大鐘等等，都曾是我收集起來的教會文物。這些文物雖未

算是古董級別，但對教會來說具紀念價值。」林牧師在安

素堂的宿舍內，擺放了很多古色古香的家俱，都是林牧師

的收藏品。「我父親曾是鐘錶製造商，你看，這些鐘聲多

好聽！」林牧師撥弄着枱上的時鐘，又指着一木櫃說： 
「這是教友家的樟木櫳櫃，他們知道我愛收藏這些舊傢

俱，都放我這來了。」林牧師把每一件家俱的故事都娓娓

道來，如數家珍。「這是1835年馬丁路德的加拉太書註
釋，我在美國買回來……」

後記
訪問在輕鬆的氣氛下完成，然而，和林牧師的對話卻一直

縈繞在心。我曾問：「你已經有小孩子了，是什麼促使你

領養的呢？」林牧師回答：「誰說没有孩子才應領養小孩

的？」看着四個孩子們的家庭照，我隨口問道：「哪位

是你自己的孩子？」林牧師回答：「全部都是我自己的孩

子。在基督的愛中，所有人都是我的家人，所有人都是我

的兄弟姐妹，這就是我的信仰。」

訪問、整理：李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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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德國著名神學家莫特曼教授對談

本院、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合辦研討會，漢語基督教研究所董事會主席劉子睿博士和本院副院長關瑞文教授致歡

迎辭後，由三位本地神學工作者與舉世知名神學家莫特曼（Prof. Jürgen Moltmann）展開對話。林子淳博士（漢語基
督教文化研究所學術主任、研究員）、郭偉聯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宗教與哲學系助理教授）、賴品超教授（香港中

文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分別從莫特曼神學與歐陸哲學的對話、莫特曼神學對中國教會啟

迪、莫特曼的盼望倫理與香港處境的關係，先後發表文章，由莫特曼教授逐一回應。其後有參加者提問時間，最後

由溫偉耀教授（本院名譽高級研究員、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總結發言。會議由本院副院長葉菁華教授主

持。超過二百人出席講座，討論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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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中大新亞書院合一亭及 
神學院聖堂

研討會前，莫特曼教授在崇基學院神學院副院長葉菁華教授的陪同

下，到新亞書院的合一亭參觀（該處紀念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先生

及其所著的〈天人合一論〉）。這位重視三一上主與自然生態緊密

相連的神學家，遠眺水天一色的吐露港景致，表示十分欣賞，亦對

附近的樹木甚有興趣。參觀崇基學院神學院聖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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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本院為優化神學樓籌募經
費，舉行一年一度的步行籌款。一如以

往，本院師生、校友和嘉賓在崇基學院

嶺南運動場集合，由署理院長關瑞文致

歡迎辭後，邀請嘉賓剪綵後隨即展開開

步禮，超過250人參加。

步行回到神學院，本院職員和學生皆設嘉年華義賣攤位：包括：ICON 製作，紀念品，糖水，咖啡雜貨攤，飲品，
串燒，雞蛋仔，醋酒，擺設，手工食品，二手書等等。

2018
步行籌款

主禮嘉賓包括：蘇成溢牧師（校董會主

席），陳衍昌牧師（副主席），榮休院長

盧龍光牧師，陳永堅先生、蔡漢平先生、 
訪問老師：Dr. Jayeel Serrano Cornelio， 
梁明浩教授，謝志斌教授，安息年中的邢

福增教授，署理院長關瑞文教授，彭淑怡

同學（學生會主席）和黃永健同學（步行

籌款委員會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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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得獎名單

最高籌款額（教職員） 白德培牧師

最多贊助人（教職員） 鄭漢文博士

最高籌款額（學生） 郝琛小姐

最多贊助人（學生） 郝琛小姐

最高籌款額（校友） 余序祥先生

最多贊助人（校友） 余序祥先生

最高籌款額（其他） 羅文彥先生

最多贊助人（其他） 羅文彥先生

全場最高籌款額 白德培牧師

全場最多贊助人 鄭漢文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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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晚筵開25席，師生施渾身解數，務求360度撐神樓。

步行贊助額超過HKD1,165,412.60 ，比原定計劃55萬高出一倍，贊助人次高達1291！感謝上主，感謝
大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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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
講員：李均熊博士 
主席：王家輝牧師 
司琴：陳菀琪同學

本學期最後一次週一加油站於4月23日舉行，20多位教牧同
工出席。三節經課使徒行傳8章26至40節、約翰壹書4章7
至21節、約翰福音15章1至8節分別由孫岩院牧、吳偉麗同
學、及萬淑群傳道朗讀。

李均熊博士在講道時提到，我們常理解「結果子」為別人

透過我們信主，我們便結果子了；有人會理解結果子為加

拉太書中聖靈的果子。李博士指出若然耶穌宣稱自己是真

葡萄樹，這裏所指的果子更可能是結出仁義的果子（賽五

1-7；弗五9；腓一9-11；來十二11；雅三17-18），也就
是我們在身處的社群中實踐上帝的心意和管治，流露和平 
和公義的生命，一方面按真理行事，一方面使人和睦。 
其次第2節「剪去」在希臘文中也有「扶起」的意思，故不 
結果子的枝子未必立時被「剪去」，也可以被理解成栽種

葡萄的園主「扶起」這刻不結果子的枝子，期望它將來結

果子。李博士提及某些生命的處境或令我們的信仰生命大

打折扣，或許是生活的壓力，或許是突如其來的打擊， 
但只要我們堅信上主會臨在和幫助，扶持和修剪我們， 
使我們重新得着生命，便可以再結果子。最後，他重申雖

然初期教會好像經歷耶穌的缺席，但約翰福音提醒我們可

以透過聖禮（約六56）、聖道（約八31）和聖靈（約十四
16-20），並且遵行祂愛的命令（約十五9-17），我們就可
以在愛的團契中時時與耶穌那真葡萄樹結連。

隨着本院學期於五月結束，週一加油站將於五月至八月暫

停，直至九月新學期開始。

請繼續留意本院網站消息！

3月份
講員：王家輝牧師 
主席：勞漢豪同學 
司琴：陳菀琪同學

週一加油站剛於3月26日舉行，接近40位教牧同工和信徒參
加。在「聖周」期間，助理校牧邵倩文姑娘、許向一同學

和盧嘉怡同學安排以「苦路十四站」與參加者默想基督受

難的過程，也希望參加者置身杜鵑花盛開的校園中，心靈

得安歇，享受與主親近之時刻。

霍振傑同學、劉寶珊牧師（10BD）和徐珍妮牧師（91BD）
負責讀經，經文分別為以賽亞書25:6-9、哥林多前書15:1-
11及馬可福音16:1-8。

三段經課後，由本院教牧事工部主任王家輝牧師證道，

王牧師以「第一人稱敘事式宣講」（First-person narrative 
preaching），與參加者一起重新經歷耶穌復活的事蹟，
以新角度審視這一段教牧同工和信徒皆耳熟能詳的復活節

經文，令人耳目一新。王牧師指每人都曾有未能完成原定

計劃的經驗，正如前往耶穌墓前的婦女一樣，她們希望能

以香料膏耶穌的身體，但計劃失敗（因耶穌已復活，不在

墳墓裡！）。一個成功的計劃須有良好的預備和時機的配

合。然而人的計劃雖未能成功，但上主卻讓她們成就祂的

大計劃。像耶穌墓前的婦女一樣，成為耶穌復活的見證

人，把消息傳開。王牧師指出這些成就上帝大計劃的人，

或者復活基督的見證人，可以是這一群婦女，也可以是我

們當中的每一個。王牧師希望大家都作好準備，等待這時

機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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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結業聖餐崇拜於5月3日舉行，近150位老師、學生參加崇拜，共68人參與獻
石禮。崇基學院署理院長高永雄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譚

偉倫教授、本院神學校董會副主席陳衍昌法政牧師、校友會主席林津牧師、本院署

理院長關瑞文教授、副院長葉菁華教授、白德培教授、陳榮超牧師、李均熊博士、 
王曉靜博士、王珏博士、黃慧賢博士、葉漢浩教授、林子淳博士、謝志斌教授、

Prof. Jayeel Serrano Cornelio等均有出席。卸任學生會會長彭淑怡同學及新任學生會
會長陳菀琪同學負責讀經。林子淳博士在祈禱時祝願畢業生都作主的見證人，在世

彰顯公義和公平。

崇拜由關署理院長證道，題為：「江湖秋水多風浪」。他透過杜甫詩作《天末懷 
李白》及新約聖經馬可福音中希律王斬殺施洗約翰的事件來提醒畢業生人在江湖，

容易身不由己，但也可學效施洗約翰，不畏懼權勢，做真人，縱使要付上代價， 
有如施洗約翰死在刀下一樣。他不擔心畢業生會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為他相信崇

基神學院的畢業生都具備批判思考的能力，對公義敏感，也疾惡如仇。可是，他卻

擔心畢業生只是馴良如同鴿子，忘記要靈巧像蛇。他叮囑畢業生要向主求智慧， 
懂得分辨是非、真偽、真誠的理想或騙人的意識形態。他勸勉畢業生懇求兩種智

慧：（一）讀懂人心的智慧，謹記要憑愛心凡事相信貌似善良的人，但也要確實知

道聖經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二）懂得影響力與權位是有分別的智慧，謹記

在建立自己的影響力以實踐主道外，要避開權位，不戀棧權力。

講道後，由訪問教授Prof. Jayeel Serrano Cornelio為獻石禮誦讀校友詩作，並由訪問
學者、校友、準畢業生及交換生獻石予洗禮池，象徵獻石者將自己奉獻給主，以作

紀念。獻石禮也代表着即使獻石者離開神學院，但在以後的每一次崇拜中，在校師

生也會記念大家，彼此代禱。

本院校牧王家輝牧師及陳榮超牧師共同主持的聖餐後，便由陳衍昌法政牧師差遣祝

福。學生會也在當晚頒發最佳教學獎予關瑞文教授，同場梁若璋校友頒發由他本人

贊助的梁若璋獎學金予彭淑怡同學。譚偉倫教授在結束前也寄語畢業生，希望他們

無懼風雨，在生命中幫助自己和他人活出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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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贊助，韓國首爾基督教私立研究型

大學延世大學（下稱延大）的兩位學者：Global Institute 
of Theology的院長Prof. Samuel Y. Pang和延大的新約助理 
教授Prof. Sung Uk Lim到訪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
院，進行三天的學術交流活動，與本院師生見面，介紹

延大的校園、制度和課程。除本院課程重構工作小組

（Curriculum Re-Formation Working Group）成員葉菁華
教授（召集人）、關瑞文署理院長、黃根春教授、葉漢浩

教授、李均熊博士、王珏博士和黃慧賢博士外，陳南芬教

授，白德培教授、邵倩文助理校牧等均有出席。

4月12日，本院舉辦研討會，由葉菁華教授主持。Prof. 
Samuel Y. Pang 和Prof. Sung Uk Lim分別發表論文 “From 
Christendom to World Christianity: Towards a Prophetic 
Community“和“Teaching Biblical Theolog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A Johannine Model of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Praxis”，由本院白德培教授回應，出席的學生也積極回
應論文，以求了解更多南韓基督教會及神學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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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神學院學生樂隊暨詩班合辦的「延續（Continue）」音樂會
已於4月26日八點正舉行，以歌聲回應及延續本年度學生會主題「織」
（connect），鼓勵一眾神學生，堅守崇基學院神學院的多元及和而不同之
精神。幾位酷愛音樂同學盼望藉着舉行音樂會來凝聚師生，一同延續神

學院的信念、延續彼此間的關係及延續上主與大家之間的愛。

扣除成本後的收益將撥捐崇基學院神學院作獎學金之用。

本院副院長葉菁華教授去年11月24日，趁在波士頓參加
完美國宗教學會年會之際，到當地昆士市（Quincy），
探望前神學組主任周天和牧師，受到周牧師、師母李玉

珍女士及其幼子怡中的熱情款待。今年，周牧師已屆92
歲，感恩身體仍然壯健，不時在當地教會講道。他並十

分關懷本院及香港教會。

周天和牧師1950年畢業於巴色差會在廣東梅縣的樂育
神學院，同年獲崇真會按立為傳道人，再於1959年按
立為牧師。1962年，於高登神學院完成神道學士的學位
課程；1969年，他於匹茲堡神學院完成神學碩士課程；
1983年，獲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學位，專研新約
聖經。周牧師在崇基神學組任教16年，1988年起擔任神
學組主任，直至1992年6月底退休。退休前兩年還署任
崇基學院校牧職務。除了在神學組任教，周牧師也曾在

樂育神學院、伯特利神學院、沙巴神學院、廣東協和神

學院等多間神學院講授新約課程。周牧師亦曾擔任基督

教香港崇真會區牧（現稱總牧），深受會友敬重。

師母李玉珍女士1953年於香港伯特利神學院畢業後， 
後於香港浸會學院外文系畢業，及於美國高登神學院獲

宗教教育碩士學位，1977年起任教於香港伯特利神學
院，直至1998年，期間曾任該院教務長。周牧師與師母
育有二子一女。長子從事傳染病科研究，女兒是中學教

師，幼子是數學家。

2013年，周牧師結集過往之文章，交予崇基學院神學院
出版《金杯．瓦杯─周天和論文拾穗》，收於牧愛叢

書系列，並於神學日當天致送予畢業生及嘉賓。周牧師

著作有《新約研究指南》、《山上寶訓的研究》，以及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之「中文聖經註釋」系列之哥林多前

後書、腓立比書、教牧書信等共十本，翻譯書籍更超過

二十本，包括傅士德的《屬靈操練禮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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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校友合照。

1968年校友

1988年校友合照。

2008年校友合照。 其他年份畢業校友合照。

5月4日傍晚，本院於容啟東校長紀念樓聖堂舉行校友重聚感恩崇拜及聚餐。今次聚會，
本院特別邀請了1968年、1978年、1988年、1998年及2008年畢業的校友出席重聚晚
會。崇拜由李信堅牧師（78 MDiv）主禮；李鼎新牧師（68 BTheol）主持聖餐，蒲錦昌
牧師（88BD）、梁美蘭（98BD）襄禮；簡祺標牧師（88BD）主持赦罪禮；余勝意牧師
（98BD）代禱；袁天佑牧師（78 MDiv）講道。本院也特別安排了吳希女士（08MACS），
呂學明先生（08MACS），莫苑玲女士（08MDiv）和黃德慶先生（88BA）讀經，李蕙玲 
女士（08BD）為司琴，由吳家聰女士（10MDiv）帶領會眾唱詩。30多位校友「回家」參加
聚會。

以愛相繫

袁天佑牧師在講道中提及近年香港社會因政治和民生等問題引致撕裂，具不同陣營，更往往

容易把人的政治立場定型。他提醒校友，達致和諧也絕對不是只有一種聲音。在教會內， 
弟兄姊妹會因不同看法而持相反意見，牧者若能多聆聽不同聲音，與他們同行，智慧並妥善

地處理，讓愛與和平成為討論的基礎，將信眾聯繫於大牧者主耶穌的身體之中。信眾就能將

愛與和平實踐，才能在世上為復活的基督作見證。

愛•回家

聖餐禮和平安禮後，李信堅牧師差遣和祝福眾人。新任校友會主席林津牧師致辭歡迎及邀請

大家時常「回家」重聚。崇拜完結後，各屆校友紛紛拍照留念，並到崇基教職員聯誼會聚

餐，一同晚膳分享昔日校園生活。關瑞文署理院長致簡短歡迎辭。本院頒發紀念證書予不同

年代畢業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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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事工 洪善丰 (MDiv 2)

感謝上主，過去一年在耶魯神學院的交流，大開眼界、多姿多彩。

除了修讀八科，還參與了每週在神學院聖餐崇拜獻唱的聖堂詩班

Marquand Chapel Choir，以及專門唱福音音樂（Gospel Music）的
Gospel Choir。耶魯神學院師生中有來自不同信仰傳統的人，包括
猶太教徒、Universalist Unitarian和無神論者等，今年更首次迎來兩
位比丘尼同學；我就應同學邀請一起組織了跨宗教學會（Interfaith 
Club），分享交流彼此的信仰與歷程。我也參與過LGBTQ資源中心
（Office of LGBTQ Resources）和神學院性小眾小組Divout的活動， 
粗略認識到性小眾在耶魯大學以及神學院的情況和面對的環境。

不過要說最大的收獲，還是進一步探索了自己對宣教歷史和中國教會

史的興趣。早聞神學院戴氏宣教圖書館（Day Mission Library）藏有大
量宣教士文獻。抵埗後在圖書館網頁一查自己堂會名字「北角衞理堂

（North Point Methodist Church）」，竟發現創立我堂的宣教士安迪
生博士的檔案（Sidney R. Anderson Papers）皆藏於館中。當中包括
珍貴的教會相片、命名教會當天的會議記錄，還有很多我未曾見過的 
衞理公會文獻。我後來一有空就去查看和掃描。

跟協助研究的圖書管理員Dr. Christopher Anderson分享我的喜悅時，
才知道他剛從位於德魯大學（Drew University）的循道衞理宗檔案館
（General Center of Archive and Files）轉職過來。對該館館藏瞭如指
掌的他當然鼓勵我去查看。剛好上學期德魯大學的Prof. Morris Davis
過來開「循道衞理宗歷史（Methodist History）」一科，旁聽之餘，
還有機會探訪那邊的檔案館。一看之下，就發現來華來港宣教士的 
檔案盡收館內，於是下學期再去待了一週，希望盡量把相關資料帶回

香港。

這些經歷鼓勵我投入中港教會歷史研究。我心裏有興趣、手上有材

料，卻缺乏做歷史研究的根底，於是接連修了「宗教歷史方法論與

來源（Methods and Sources of Religious History）」以及「民國史
（History of the Republican Era）」。兩科都是一週討論一本書，前
面一門每週有作者到臨對談，後面一門教授就挑選另一本書作對照。

閱讀量大，但學到的知識也多。下學期修讀了Prof. Chloë Starr的「中
國宣教（China Mission）」，一半課堂討論相關論著文章、一半課堂
讓我們到檔案室做史料研究。了解到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與宣教歷

史關係密切，我就選修了「（後）殖民會遇與人類學理論（（Post）
colonial Encounter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希望稍為認識
不同學科對宣教工作的看法和相關理論。

學海無涯，卻是不能回頭。循道衞理宗檔案館以「記憶的事工

（Ministry of Memory）」來說明其工作。在謊言橫流的時代，在當
權者肆意竄改歷史、誘導我們遺忘過去的時候，保存記憶顯得越發重

要。香港已經有不少有心人看見記憶的力量，以拒絕遺忘、書寫歷史

作為抗爭；紀錄片《消失的檔案》的團隊、面書專頁「世代懺悔錄：

香港前途考古札記」、「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爭取訂立《檔案法》

者等，都是我們的同道。教會在華在港的歷史，當然是其中重要一

環。身處亂世，面對強權，中港教會信徒做對了甚麼、又做錯了甚

麼？今天的教會和信徒又該如何處世？我甚願能為此獻上微小的力

量，也願更多弟兄姊妹一起投身於「記憶的事工」，協助教會與社會

於亂流之中看清過去，更探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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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慶講座五：2018年3月19日（一）「既濟未濟：一九○七年在華傳教士
大會與《和合本》中文聖經翻譯」，由本社董事麥金華教授（香港浸會

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助理教授）主講，假聖公會諸聖座堂舉行，闡述《和合

本》新約譯者在譯經時所遇到的困難，並探討他們的經驗如何促使該次傳

教士大會通過修訂一八九○年在華傳教士大會制定之翻譯方案。是次活動

約50人參加。

社慶講座六：2018年4月16日（一）「1997至2017：回歸後的基督教與社
會」，由本社副社長葉菁華教授（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主講，假基督

教會活石堂九龍堂舉行，葉教授列舉自1997年來各項重要事件，並從中分
析基督教與社會的互動。是次活動約60人參加。

社慶座談會：2018年5月5日（六）「今天，我們仍要談
中國神學嗎？」假聖公會諸聖座堂一樓感恩堂舉行，由本

社不同年代的重要人士進行討論，有：前瞻未來：李景雄

牧師（資深神學工作者，本社首任華人社長）；聖經與處

境：盧龍光牧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榮休院

長，本社前任社長）；神學與宗教對話：賴品超教授（香

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景風》主編）；基督教中國

化：王曉靜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講師、 
本社副社長）；神學與處境：林子淳教授（漢語基督教

文化研究所學術主任、研究員）；香港教會與處境：郭偉聯教授（香港浸

會大學宗哲系助理教授、本社董事）。會後設有感恩崇拜，由范晉豪牧師

（聖公會諸聖座堂主任牧師，本社董事）宣講信息。座談會約有70人參加
討論；崇拜約有40人。本社特別成立「宗文社基金」，呼籲各位認同宗文
社事工的同道，能夠奉獻支持本社工作。

社慶講座七：2018年5月7日（一）「徘徊於耶共之間：解密中共地下黨
基督徒」已經順利假中大利黃瑤璧樓舉行，由本社社長邢福增教授主講， 
全場滿座，約有170人參加。

由基督教研究中心、世界微光合辦；宗文社、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協辦公開講座「那些中國地下教會與維權

律師們」已於2018年4月1日（日）假中大康本國際學術院舉行，講員有趙思樂小姐（《她們的征途》作
者，中國獨立作家）、邢福增教授；由梁國全傳道（「教新」副總幹事）主持。探討中國地下教會現況以

及展示維權律師被逼害的遭遇。約有23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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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修讀「性別與牧養」的同學，透過藝術

工作坊中學習聯繫內在的自我，製成個人成長的繪本。這些作品已於2018年
3月14日至4月30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M字樓展覽廳展出。

3月23日，指導老師黃慧賢博士邀請了Dr.  Zoë Bennett  (Di rector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Pastoral Theology, Cambridge Theological Federation 
and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本院講師王珏博士，校牧助理邵倩文姑娘一同
前往新亞書院參觀學生展品。

在展覽中，每一項展品都向參觀者訴說着故事，當中作品有不少與成長經

驗、性別意識和人際關係等主題相關，令人有深刻的反思。Dr. Zoë Bennett
對展示的作品表示讚嘆，她指出，相對於文字，以圖像／裝置來表達深層的

思想是極具力量的；她又表示，在大學圖書館內公開展出，可令其他學生透

過作品產生共鳴而對性別意識等議題進行思考。

黃慧賢博士指出：「每人生命中的自我和性／別覺醒都是一個須恆久發掘的

歷程。」她認為牧養沒有劃一的介入方式，因為每人的生命故事和成長經歷

都非常獨特。然而，牧者可以學習對別人的感受和需要敏銳。她強調，若要

增強箇中的敏銳度和建立同理心，竅門是要牧者先對自己生命潛藏的自我進

行性／別覺醒，認識和理解，以寬容、非判斷性的態度去聆聽和擁抱自己和

他者，例如婦女、性小眾和殘障人士等等。她深信自我、性／別繪本之旅可

以開拓個人與自己連繫和與別人聯繫的可能。此活動蒙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贊助。

院長安息年行蹤

1. 3月2日，邢教授應台灣國立中央大學邀請，任「日本帝國下的基督教」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講員，題目為：「合作與
抵抗：帝國下中國基督教的今生與來世」（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The Present and Future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under the Imperial Era）。

2. 3月4日，應世界微光邀請，主講「那些中國地下教會與維權律師們」公開講座。3月5日及4月9日，先後應台灣中央廣播
電台邀請，接受關於中梵關係及中國宗教自由的專訪。

3. 3月14至24日，到訪美國普度大學中國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訪問，討論口述歷史研究項目，並與研究生座談交流。

4. 4月7日，他應國立台灣大學研究生協會邀請，在「新世代自由的吶喊」紀念活動中分享。4月16日，他應台灣中華福音
神學院邀請，主題「從宗教事務條例修訂看習近平新時代宗教政策」，4月18日，主領華神師生早會。4月26日，應台灣
神學院邀請，主講「目前中國教會的現況與展望」講座。

5. 5月4日，邢教授參與台灣天主教輔仁大學主辦的「第九屆天主教國際學術研討會」，是次會議主題為「天主教大學精神
與理想及其歷史發展與現實」，邢教授發表〈戰後基督教高等教育在香港的傳承：崇基學院的個案研究〉。5月11日，
他應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討所邀請，主講「「中國因素」陰霾下的香港基督教」講座。5月18日及5月20日，先後
擔任「哲學星期五」及「神學禮拜日」的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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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賀

1. 歐陽克麟先生（17BD）和莊倩明小姐已於3月25日，在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舉行結婚典禮。願天父保守一對新人。

2. 神召會元朗錦光堂於4月1日於該堂敬拜中心舉行按立牧師典禮，按立許詠恩總幹事（13MACS）為牧師。

3. 本院同工鄧長祐先生（08BD）和吳佑勤小姐於4月14日於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願天父祝福一對新人。

4. 何雅麗女士（15MACS）於4月15日誕下第二名兒子關與行。願天父祝福小孩，在愛中健康快樂地成長。

5. 連啟榮先生（17BD）與張嘉殷小姐已於4月29日在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舉行結婚典禮。願天父保守一對新人。

6.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於5月6日舉行按立牧師典禮，按立該會恩福堂梅余秀嶽傳道（82BA）為牧師。

7.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於5月27日，在馬鞍山崇真堂舉行按立聖職典禮。馬鞍山崇真堂譚健文先生（03BD）獲按立為傳道。

8. 黎惠儀教師（MTheol.）已於6月10日於粉嶺信義會心誠中學獲香港信義會按立為牧師。

9. 黎慕依小姐（MTheol.）和林世傑在6月23日台灣宜蘭碧侯基督長老教會舉行結婚典禮。

2018年5月24-31日，本院舉辦暑期課程「基督教與社會專題研究：日本交流學習團」，由白培德教授、王曉靜博士和王家輝牧
師帶領神學院學生、校友及同工一行25人訪問日本神戶及東京之教會、神學院及大學。

王曉靜博士
1. 2018年3月2日，王曉靜博士攜研習「中國基督教史」之學生一行共11人訪問考察位於深圳龍華區的瑞士巴色差會虔貞女校。

2. 王曉靜博士於2018年4月12至13日出席由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及道風山基督教叢林合辦之「亞洲合一運動」國際
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Edinburgh 1910 Onward: Cheng Jingyi, Vedanayagam S. Azariah and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in 
Asia”。

3. 王博士於2018年5月5日出席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六十周年社慶公開講座/神學圓桌：「今天，我們仍要談中國神學
嗎？」，並就「基督教中國化」議題發表論文。

白德培教授
1. 4月23至28日，白德培教授參加於緬甸Shan State舉辦的緬甸學者研討會，並作主題講員，發表”A ‘changing Myanmar’: 

Introductory reflections to ‘Theology in the context of a changing Myanmar’”。

1.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委任前院長盧龍光牧師（76MDiv）由7月1日起出任總幹事（部份時間）一職，任期為兩年。

2. 杜敏玲女士（09MDIV）獲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接納由堂區會吏轉任為總議會會吏，於6月24日舉行轉任典禮。

老師消息

校友消息

哀　　悼

1. Mrs Muriel Ruth (Wedepohl) Noren，已故藍仁牧師遺孀於2月22日安返天家，享年99歲。藍仁牧師為美國浸禮會的屬下差會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傳教士，20世紀中被差派到廣東潮汕及香港。藍仁牧師夫婦曾積極參與多個跨 
宗派的基督教團體及機構，崇基學院亦有受惠。藍仁牧師曾為崇基校董會成員，兩夫婦對崇基神學貢獻良多。1986年， 
藍仁牧師結束四十年在中國及香港的宣教生涯返美，定居加州，後於1992年蒙主寵召，安息主懷 。

2. 池嘉邦牧師（96BD; MTheol）父親池中明先生於3月13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已於4月7日於世界殯儀館舉行。

3. Mrs Stella Pearson Jefferies，即趙友仁牧師（The Rev. Paul Jefferies）的遺孀， 4月21日於 英國Bottisham 去世，享年97歲。
安息禮拜於6月14日，於Sawston Free (Methodist/ URC) Church舉行。趙友仁牧師於1953年由英國循道差會委派來港工作，
直至1964年回英國。他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首任教務長，同時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英文書記，對本港各教會間之合
作事工有相當貢獻。他於2002年4月19日安返天家，享年86歲。

4.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長老堂李耀波執事（88BA）於4月21日安息主懷，追思禮拜已於5月11日在九龍殯儀館舉行，翌日舉
行安息禮拜。

5. 本院同工莊麗娟女士的父親莊林丙先生於5月6日與世長辭，喪禮已於5月14日在世界殯儀館一樓恆基堂進行。願天父親自
安慰其家人。

6. 金陵協和神學院原副院長、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三届、第四届副會長陳澤民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18年6月4日上午在南京
安息主懷，享年101歲。陳澤民教授遺體告別儀式定於6月8日在南京市殯儀館博愛廳舉行；追思禮拜定於6月8日下午在南
京市聖保羅教堂舉行。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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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by CA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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