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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一同聚集在基督面前，當我們盡可能多地共處於「同一屋檐之下」，基督已然使
我們彼此合一了。當我們在禱告中謙卑，我們總會發現我們是屬於彼此的。比以往更甚，
1
今日的我們有機會活出那超越種族、文化與世代的共融。
今年四、五月間，筆者受邀出席了在香港召開的「亞州合一運動」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六十週年社慶圓桌論壇。前者以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及教會之
大公精神為研究對象；後者主題圍繞本土神學的構建，講求於在地處境下發掘本土教會
的特質與使命。「普世」與「本土」，二者看似為相互矛盾、衝突的兩種屬性，然而在
世界基督教發展過程中，二者卻又相互依存，是為一體兩面。一方面，信徒間生發出相
互合作、合一、尋求基於共同信仰與實踐的認同感；另一方面，各族各地的基督信仰需
要並探尋着如何獨立、多元且處境化地發展。「普世」與「本土」這兩條進路為我們了
解世界基督教的發展及特徵提供了雙重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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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教會與普世教會
以中國為例，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教會應民族自決意識的增強、社會政治形勢
的需要，掀起了一場基督教本色化的浪潮。在此期間，中國教會湧現出一批致力於本色
化討論的神學家，如我們熟知的趙紫宸、吳雷川、謝扶雅等。先賢們本着當時在地的處
境，探尋着基督教與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及實在（reality）之間的關聯性；與此同時，當
中的許多人亦將眼光投注於更為宏觀且俱普世維度的教會屬性。
IASACT研修班

當代基督宗教教育資源中心

說到趙紫宸，或許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他如何致力於基督教與中國文
化、中國社會處境的適應與切合，想到趙氏闡述基督教之相關性、
處境化的文字。誠然，趙氏的諸多論著詳盡闡釋了基督教與中國文
化之間的關聯性；2 然而另一方面，趙氏的文字中還包含了一個常
為人所忽視的面向：本土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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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趙紫宸 1923 年發表於《教務雜誌》（The Chinese Recorder）的
文章〈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關係〉（‘The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to the Church Universal’）為例，文章表達了趙氏就教會的
本土性與普世性之間關係的基本觀點。首先，具有本土特質的教會
並非一個孤立的存在，而是與其他民族 / 國家的教會共同連結構成
普世大公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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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日本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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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C. Chao

‘Meditations by Brother Alois, 11 August’, 2018 年 8 月 11 日 瀏 覽，https://www.taize2018.hk/resources/
meditations-11-august。
例如趙紫宸：〈本色教會的商榷〉，《青年進步》76（1924），8-15；〈社言︰本色教會〉，《興華》
21:35（1924），2-5；〈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真理與生命》2:9-10（1927），247-60。
T. C. Chao, ‘The Relation of the Chinese Church to the Church Universal’, The Chinese Recorder 54:6 (1923):
3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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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教會具有多種形態且包含不同宗派，中國教會
是這同一上帝教會的多個分支之一。……普世教會
廣散的羽翼之下，中國教會不單單繼承了普世教會
生命的豐富，更延續其大公精神的廣度……中國教
會，乃普世基督教所出，超越隔閡、邊界、國族差異、
並一切的狹隘、爭執和自以為義。3
另一方面，趙氏強調教會發揚其普世大公精神的前提是確
立其主體意識及本土特質：
要成為一個全備的教會，中國教會需要鄭重地擔負起
探尋自我本真的任務。中國教會有其自身處境，血脈
中流淌著自己民族的歷史；中國教會需要去了解和
救贖自己的民，需要去發掘屬於本民族的、靈性的特
質。
正如其他共同組成普世教會的眾教會一樣，中國教會
乃是民族的教會。……中國教會應儘快推進國人民族
意識的成長，透過民族的覺醒，使得中華民眾早日發
現其本真，並以其獨特之處貢獻於世界。只有通過民
族（national）真正的發展，國家之公民方得以擁有
國際化（international）的視野和思維。4
在趙紫宸看來，教會確立主體意識及身份認同，與其連結
於普世教會的關係，這二者相互依存，並非矛盾。對於教
會而言，基督教本土化 / 在地化首先解決的是教會的主體
意識和身份認同問題。另一方面，在地化從來不應該導致
本土教會與普世教會之間聯繫的割裂，亦並非單單強調在
地化，強調與本土社會處境相適應，同時間卻忽視了與普
世教會的關聯，削弱基督教的本真及普世意義。

「 在 基 督 裏 合 而 為 一 」（‘All One in Christ
Jesus’）
從教會歷史的角度來看，基督教的普世合一精神首先體現
在跨宗派的共融。今年正值中華基督教會創會一百週年
（1918-2018），教會創立伊始即聯合了十六個新教宗派，
就其規模而論是當時基督新教在華最大規模的合一教會，
亦是第一個跨宗派合一的全國性教會。中華基督教會的
誕生正是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在中國土壤中結出的「初熟果
子」。5

這種合一的意識，很大程度上乃是為着福音傳播的緣
故。為避免不同的宗派傳統差異或紛爭影響福傳的核心
內容，從而生成的一種相互理解與合作、共融的、跨宗
派及國際化的福傳模式，特別以基督教青年會（YMCA &
YWCA）及福音性奮興會、如十九世紀開西大會（Keswick
Convention）及聖潔運動（Holiness Movement）最為突
出。7 在世界宣教運動的大背景下，中華基督教會的創立
可以追溯到在華長老會差會於 1900 年義和團之亂時避難
上海之際商討的合一計劃。1918 年 4 月，中華全國長老
會聯會總會在南京召開第五次會議時，就成立合一教會的
探討擴大到了屬公理宗的倫敦會與美部會。會議成立了
「中國長老會臨時總會」，並暫定聯合教會名稱為「中華
基督教聯會」，是為中華基督教會創立之濫觴。8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宗派間合作與共融的理念並非只是普
世大公精神在不同社會處境下的延續，如前文引述趙紫宸
之言，普世合一精神展現的同時，本土處境所形塑的教會
特質亦盡現光彩。中華基督教會首任總幹事高伯蘭（A. R.
Kepler）在《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中向讀者介紹中國教會
合一運動及中華基督教會的成立時，曾這樣描述：
中華基督教會，是由中國信徒根據正宗的信仰，自
動而組成的教會。不倡宗派，不分國界，惟求適合
中國的國情，應付中國的需要。9
何 謂「 中 國 的 國 情 」、「 中 國 的 需 要 」 呢？ 彭 錦 章 在
1921 年《中華基督教會年鑒》中這樣解釋以「中華基督
教會」為會名的用意：
我們在這基督教上，加了中華二字。並不是要分門
別派的，來分開基督。乃是因為有那不得不加這兩
個的緣故。第一，加上了這中華兩個字，為要引起
了中華信徒的「責任」心。第二，為要得那非信徒
的「同情」心。第三，因為他的成立，是在基督教
的精神中，按着「中國」人的情形組織的。所以自
然而然的，應當有「中華」兩個字。10

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動力之一，便是源自
十八世紀現代基督新教宣教運動的興起，一場世界範圍
內的宣教運動帶動了宣教地不同差會間的相互合作。正如
Ruth Rouse 所言：
儘管（宣教運動）並非以普世合一為目的，但卻在
結果上間接促進了普世教會合一的發展。宣教運動
的產生並非是要推動間基督徒的合一，亦不是基於
任何基督徒合一的理論；不過，運動營造出一種合
一的意識，在不同教會的信徒之間營造出一種「和
睦感」（‘sense of togetherness’）。6

4
5
6

同上，351-52。
張伯懷：〈高伯蘭牧師略歷〉，《總會公報》14:7–10 (1942): 8，U102–0–75–31，上海市檔案館藏。
Ruth Rouse, ‘Voluntary Movements and the Changing Ecumenical Climate’, in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1517-1948, eds., by Ruth Rouse
and Stephen Charles Neill (London: SPCK, 1954), 310.
7 David Bebbington, Holiness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Carlisle: Paternoster, 2000), 78; Charles Price and Ian Randall, Transforming Keswick (Carlisle,
Cumbria: OM Pub., 2000), 114.
8 陳金鏞：〈長老公理倫敦三會合一之先聲〉，《中華基督教會年鑒》（1918），181-82。
9 高伯蘭：〈中華基督教會總會概述〉，《中華基督教會年鑒》（1928），第 3 章，2。
10 彭錦章：〈華北中華基督教會的近況〉，《中華基督教會年鑒》（1921），58。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民族主
義浪潮興起之際，中國教會及
基督教組織因著對西方差會
的依附關係，為中國社會的
民族主義者所不容。從義和
團之亂到二十世紀二十年
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一系列
反教運動樁樁件件都反映
出中國教會與信徒在當時的
社會處境下、在「天國子民」
與「中華國民」的雙重身分之
下的兩難處境。教會內外民族
意識的成長亦刺激著教會自立的
Azariah
呼聲。教會自立運動與教會合一運
動可以說構成了二十世紀初中國教會
歷史的兩條主線。面對反教運動的衝擊、教會自立呼聲的
高漲，這「中華」二字，便成為了普世教會合一運動在
二十世紀中國具體的社會處境下求索的本土化經驗。
類似的合一運動同樣發生在二十世紀初的印度、日本等
國 家。 印 度 教 會 合 一 運 動 的 主 要 倡 導 者 Vedanayagam
Samuel Azariah 曾在 1927 年「信仰與教制」（‘Faith and
Order’）會議上呼籲：
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合一的教會。我們需要一個印度
教會（Church of India），一個可以成為我們屬靈的
家的教會，一個印度宗教元素皆可得以自然表達的
教會，一個聖而公之使徒教會的具有生命力的分支，
一個在分裂之地成為可見的合一的標誌的教會，將
11
人們吸引到上帝的面前。
Azariah 在探討印度普世教會合一運動時，首先提出的也
是建立一個屬於本民族而非西方化的教會。在此基礎之
上，這一本土教會亦須是一個具有普世大公精神的教會。
另外，基於本土的具體處境，他特別強調基督徒的合一
在對抗印度根深蒂固的種姓制度、以及種姓制度借助教
會宗派差異而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的重要意義。12Azariah
的文字流露出與趙紫宸相似的教會論思想，合一的教會，
既是各宗派間相互連結的教會，亦是民族的教會、在地的
教會。
此外，二十世紀教會先賢們倡導普世合一的另一個重要
面向，是為民族主義情緒高潮迭起的處境下超越民族、
國家、種族的差異與隔閡。「在基督裏合而為一」（‘All
One in Christ Jesus’）幾乎成為中國普世教會合一運動以
及中華基督教會創立的口號，不僅體現為宗派間在基督
裏合而為一，更表現在中外信徒和教會間互為肢體的合
一關係。早在 1910 年，中國普世教會合一運動的關鍵人
物、中華基督教會首任會長誠靜怡就曾為中國教會合一
運動寫下這樣的期許：「與基督的合一，宗派間的合一，
以及民族間的合一是三股繩，扭在一起堅強不可摧毀。」
13
同一時期， Azariah 也曾呼籲：「東西方之間架起的橋

梁，以及在作為人類合一基礎的基督裏增進共同之處並擴
大合一的努力，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深切的需要。」14 今時
今日，「在基督裏合而為一」的精神亦在諸多方面得以體
現與實踐：如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每年五月組織
的基督教考察團，與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神學院、教會及信
徒相互交流，共同敬拜；又如今年八月在香港舉辦「信
心與修和之旅 — 泰澤國際青年聚會」（Taizé Hong Kong
2018）。

世界基督教的視野
認 識 到 本 土 教 會 與 普 世 教 會 之 間 關 係 的 同 時， 亦 需
要 我 們 在 研 究、 事 奉 過 程 中 拓 展 世 界 基 督 教（world
Christianity）的視野。以上所探討的問題、涉及的歷史社
會處境，都遠遠超出一國之界。歷史上，基督教從未只是
單向發展、單個中心化，而是分散發展，具有本土特性，
適應於不同處境中，在世界各地呈多樣性表達。當基督教
在新的文化處境中生根之時，不僅外在信仰形式受到影
響，其內在內容也在文化處境中得以重塑：本土民眾與基
督相遇的過程，亦是以其個人文化形式與思想模式進行表
達、作出回應的過程。
拓展世界基督教的視野，一方面幫助我們認識到在地教會
與世界各地各宗派眾教會之間的關聯，乃是彼此相屬、
同為一體；另一方面，也幫助我們從更廣闊的角度認識自
我之特質與價值，普世教會的豐富乃是源於我們每一個堂
會、個體的獨特貢獻。眾教會之間不再是百年前宣教差
遣國與宣教地教會之間「母會」（older church）與「子
會」（younger church）的隸屬關係，亦非所謂「西方」
與「非西方」的劃分，而是彼此尊重，互為依存，相互回
應與啟迪 — 缺失任何一方都不能稱之為「在基督裏合而
為一」。筆者四月出席的「亞州合一運動」國際學術研討
會的晚宴上，由韓國長老會牧師、印度天主教會神父及印
度東正教會神父，以各自語言、教會傳統及認信分別獻上
謝飯禱告。為期兩天的會議中，不僅有嚴謹、專業角度的
論文研討，來自日本、韓國、台灣、香港、印度、菲律賓、
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西蘭、荷蘭等各地不同宗派、
認信傳統的學者之間更進行著關於個人生活、信仰的分享
與交流，使筆者深切感受到曾經與文獻中、於紙筆間的研
究在生活中活過來，似是重溫歷史，又見歷史片段與今日
真實之交會。世界基督教的視野，正是基督教所蘊涵的本
土性與普世性在今時今日各族各地的發揚。正如宣教史學
者 Andrew F. Walls 所言：
一方面，上帝按照我們的本我與特質在基督裡接納
了我們；另一方面，祂接納我們以使我們更新變化，
得以從這個世界的樣式成長為滿有基督的形象……
這是一個令人頗感愉悅的悖論：當耶穌基督越來越
多地被翻譯轉化進入構成我們各樣民族認同（various
national identities） 的 諸 思 想 和 生 活 體 系 中 時， 我
們共同擁有的基於基督信仰的身分認同（common
15
Christian identity）亦將變得更為豐富、豐盛。

11 H. N. Bate, ed., Faith and Order: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Lausanne, August 3-21, 1927 (London: Student Christian Movement, 1927),
494-5.
12 Bate, Faith and Order, 494; Leonard Hodgson, ed., The Second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Edinburgh, Aug. 3-18, 1937 (London: SCM,
1938), 52.
13 Cheng Ching-yi, ‘What Federation can Accomplish for the Chinese Church’, The Chinese Recorder 41:2 (1910): 160.
14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 The History and Records of the Conference (Edinburgh and London: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and New York,
Chicago, and Toront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0), 306.
15 Andrew F. Walls,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aith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6),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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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天恩 (90BA, 92MDiv, 02PhD)
楊天恩牧師於香港中文大學主修宗教，取得文學士，後於本院完成神
道學碩士課程後，再於 2002 年於中大取得宗教學博士學位。畢業後，
楊天恩牧師與幾位同工在屯門神召神學院創辦神召
神學院禮拜堂，作為神召事工第一間本地差傳教
會。2010 年更名為「先鋒教會」，其後取得非牟
利團體資格，正式自主。2015 年，把 Youthquake
Christian Church 和先鋒教會合併成為基督大使教
會，和妹妹楊妙恩牧師領導教會繼續傳揚福音。

回望過去，哪一位崇基的老師對你影響最大？
我讀書成績一般，能夠完成博士課程都是上主的憐憫。我很
欣賞沈宣仁教授，他的言行都成為學生的榜樣。而陳佐才
主任對我的影響也很深遠，記得當年我因牧養的問題，和
他持不同的意見，更「斗膽」和他爭論，又曾經「走堂」，
被陳牧師發現後，「勒令」我下堂必須出現；也靠着
李熾昌老師的「逼迫」，我又成功地在大學升班。
在積累多年的牧養經驗後，我漸漸意識到我們理解事
情，是不能脫離宗教經驗的，任何的學術研究若脫離了
宗教經驗，都是沒有意思的。我更加意識到我們要言行合一，這才是給信徒最好的榜樣。

來自五旬節靈恩教會背景的你，在大學講求理性的學習環境中，有沒有為你
帶來衝擊？
我自幼在「沒有靈恩」的五旬節教會背景長大，成績平平，培正中學畢業後，中六獲中文
大學的宗教系取錄入讀中文大學。那時候宗教和神學不分家，我
修讀的大部分科目都是神學組開辦。在中大學習期間，我經歷了
不少信仰上的衝擊。1989 年，政局的不穩令人心惶惶，身邊的
朋友都紛紛討論移民，加上好友離世，令我感到非常迷網，在大
學裏學到的知識往往不能回應我實際的需要。
我曾經對母親說：「你希望我帶着懷疑上教會，還是即時停止
參加教會活動？」媽媽接受處於信仰低潮的我，並邀請我繼續回
到教會。想不到，大學四年級時，我和弟兄姊妹經歷聖靈充滿，
重新開始投入信仰。當時，我有朋友說方言，有朋友經歷神蹟奇
事，我又發現可以透過禁食來祈禱，可藉按手祈禱來治病，令我
在短期內經驗上主。

你曾提及經歷聖靈充滿的經歷，可以告訴我們多些嗎？
1996 年 3 月開始，澳藉華人佈道家莊以西結（Ezekiel Choong）在港舉行連續五十二晚的
奮興佈道聚會。同年，南非佈道家侯樂道（Rodney Howard-Browne）亦來港主領一週復
興聚會。我和當時事奉的教會——神召會禮拜堂一群會友於這些聚會中經歷了聖靈更新的
大能，我開始感到神在我生命中開展的計劃。當時有很多信徒參加聚會，由早上九點至晚
上十二點 ，信徒排隊入場，內心極愛慕神。 1997 年 8 月底，我和太太於神召神學院的開
學禮暨復興聚會，眼見神藉着聖靈醫治、釋放並充滿熱切追求之信徒，聚會中年青人願意
獻身事奉主。當晚我們夫婦二人同感聖靈的呼召，希望能教導其他人經歷聖靈，有日也能

獲得聖靈充滿。這成為了我們從神而來的異象和託負。我們由 1997 年 9 月第一週開始，
逢週五晚上舉行復興聚會，至今，我們仍不定期地在週五晚有復興聚會，讓經歷聖靈的肢
體，能在神的同在中不斷更新改變。 不少弟兄姊妹在聚會中經歷聖靈的工作，悔改轉向神、
委身教會、建立教會、獻身讀神學、參與宣教、建立不同事工，擴展神的國度。

常常聽說靈恩教會有很多透過祈禱治癒的例子，在你的教會有沒有類似的情
況？
教會有時會舉辦主題以醫治為主的聚會，透過祈禱治病。
求助人有着各式各樣的病患：有人患扁平足，有人患長
短腳，有人受腰患困擾，有人隆乳整容手術失敗、有人
患癌症、有人患乙型肝炎，也有思覺失調的病人來向我
們求助，我們都會為他們祈禱和按手醫病，療效不俗。
當然，我們從不建議病人停止醫院的療程，也不會着他
們停止服藥，我們只會鼓勵病人雙管齊下，會祝福他
們的療程和藥物，以減少治療期間副作用帶給他們的影
響。我們祈禱希望病人得醫治，但我們也同時會令弟兄
姊妹明白人最終難免離開世界，讓他們明白與神的關係
和團契是最重要的。
六七十年代，梅綺事件對靈恩教會有很大的影響，以致
很多主流教會、甚至五旬節靈恩教會和信徒都排斥靈
恩，視有靈恩經驗者為異端和邪教。我常常希望能為五
旬節靈恩教會多做點事，令大家更多了解我們的教會。

作為一位五旬節靈恩教會的牧者，你如何帶領弟兄姊妹走進社會？
在現今的香港社會，我們對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事件都有很多既定的看法和立場；
而在教會的層面，主流教會對於五旬節靈恩教會也有不少既定的看法，例如認為五旬節靈
恩教會教友信仰淺薄，政治立場相對保守，有人甚至認為這些教會為邪門外道。於我來看，
世間事情並不能簡單二分，非黑即白，也不能一概而論，當中有很多複雜的地方，需要大
家慢慢咀嚼和思考。當談及開放，我常常期望主流教會能放下既有成見，好好地認識五旬
節靈恩教會，或者你會發現更多。
無論你在信仰和政治上持什麼立場，我認為彼此尊重是必不可少的。作為教會的領袖，
在未更清楚掌握或看透時，我選擇不隨便表達意見，不影響弟兄姊妹的看法。我們只會定
期探訪獨居老人，透過實踐來服務社會，關心社會，這樣似乎比起空談政治更來得實在。
我很喜歡的一首詩歌〈主既賜恩光〉，當信徒領受完主的恩光，豈能不發光，應當發光，
各照自己地方！我期望我們作為曾領受過上主恩典的信徒，也應把愛透過社區服務傳揚出
去。千萬不要自以為已經得到真理，理應謙卑在上主面前。無論我們認為上主要我們在甚
麼地方發光，包括政治、社關……等，我們都應盡力發光；但也請不要弄熄別人微弱的火
光。如果我們承認上主偉大，那麼請容許祂用不同的方式使用不同的人發出光輝。

後記：
楊天恩牧師目前一個月至少出差兩次，主要到星、馬、台等地，幫助當地教會舉行奮興會，
有時獲邀教授神召會的教義和神學，把傳統神召會的信仰與當地的信徒分享。現時教會的
奉獻穩定，他定期會舉辦奮興會及醫治聚會，也能捐助支持助學和宣教事工，透過傳揚福
音，服務社會來改變人的生命。閒時，他也會作曲，翻譯歌詞，讓信徒透過聖詩明白神召
會的信仰更多。

訪問、整理：李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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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Brian K. Blount 到訪
6 月 6 日，美國 Union Presbyterian Seminary (UPS)
院長 Prof. Brian K. Blount 到訪本院。教牧事工部
主任王家輝牧師，葉漢浩教授，李均熊博士，王
曉靜博士，黃慧賢博士陪同參觀本院聖堂。Prof.
Brian K. Blount 此行主要代表 UPS 探討與本院合
作的可能性。他同時是美國長老宗神學院（UPS）
的新約教授，亦為聖經文學學會（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主席。

今年 7 月 22 至 27 日，香港聖樂促進會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的「聖樂與崇拜研討營」於本院聖堂舉行，主題為「水
禮與崇拜牧養」，共有 254 位來自各地的主內肢體參加，當中超過 20 個內地省市的弟兄姊妹（包括教牧傳道、
聖樂傳道、部委、神學院老師、神學生、指揮、詩班、 敬拜隊……等），
而海外的有來自台灣、新加坡及美國的營友。
一連六天的營會內容非常充實，包括營會專題、崇拜問與答、
崇拜事奉操練、聖詩頌唱學習、崇拜實踐及分組研討、自由
交流等等。營會邀請了多位資深的導師擔任講員及指導學
習，不少營友反映在參與豐富的學習活動中，得到啟發、重
新反思崇拜，得着更新，亦認識了很多同道。營會於 7 月 27
日圓滿結束，大家也滿載而歸。
香港聖樂促進會一直致力整合聖樂與崇拜，令主內信徒能藉
系統之聖樂與崇拜培育得着基督聖道之餵養，提升肢體彼此
服事的文化，參與廣闊的國度事工，榮耀上帝；每年暑期該
會皆舉辦「聖樂與崇拜研討營」，為華人教會牧長傳道、聖樂
事奉領袖們提供一個進修、學習、討論、實踐及交流的平台，
透過崇拜與音樂的整合實踐來學習彼此建立，藉着聖經、神學、研討、分析、參與、觀察和體驗，提高主內同
工肢體對崇拜及聖樂內涵的認識，並接觸到優質、以聖道為中心的崇拜音樂。

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級研修班（IASACT）是一個
為時約四星期連住宿的研修計劃，為參加的學
者提供充裕時間及恬靜環境，加深對亞洲神學、
宗教和文化傳統的認識。參加學者於活動期間
撰寫一篇關於亞洲文化、宗教或神學的文章，
亦可善用空餘時間使用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
進行研究。舉辦 IASACT 的目的是為了加強基督
教大專院校在亞洲區內的神學教育、鼓勵跨文
化、跨宗教的討論並且讓來自不同國家、不同
國籍的學者有機會合作以促進亞洲區內神學及
文化交流。自 2004 年起，超過 218 位學者參加了 IASACT。他們遍佈二十個亞洲國家及來
自 138 所不同院校。
IASACT 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
會（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贊助，自 2015 年開始由本
院全面負責執行籌辦工作，剛於本年 6 月
14 日至 7 月 14 日圓滿舉行。經過遴選共
有十二位來自十個不同國家及區域的學者
參加，包括澳洲、印度、印尼、蒙古、尼
泊爾、菲律賓、中國、新加坡、英國及越
南。當中三位來自中國內地及菲律賓的學者
現正分別在澳洲、英國及新加坡進行研究工
作和修讀博士學位。研修班以 6 月 18 日上
午舉行的開幕崇拜正式開始。今屆 IASACT 學者還有機會參觀香港聖公會會督府及香港歷史
博物館的專題展覽：「奢華世代：從亞述到亞歷山大」，了解本地文化及宗教歷史並參觀
由大英博物館借出的多套展品。除此之外，他們亦積極舉辦周五飯聚和到澳門觀光，讓彼
此進一步了解自己國家的文化，同時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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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暑期學術交流課程」已於 2018 年 7 月 22 日至 8 月 18 日舉行，期間有 48 位學員安排住宿神學樓。本
院多位教授會輪流上課，講授 舊約聖經概論及神學（謝品然博士）、新約聖經概論及神學（盧龍光牧師、余德林博
士）、基督教教義核心（溫偉耀教授、林子淳教授）、基督教個人及社會倫理（葉菁華教授、陳家富博士）等課程。
除進行學術交流及為參加者提供個別的研究指導外，亦安排參加者參觀香港基督教教會及機構。

查詢電郵：theology@cuhk.edu.hk ｜查詢電話：852-3943 6706（陸女士）

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新生營會於 8 月 28 日 30 日舉行，主題為：「崇
門客棧」。開營禮晚上，老師們粉墨登場，以古裝扮相，透過輕鬆的方式
向學生介紹崇基神學的生活及「秘笈」，令學生忍俊不禁，晚上更設有家
會分享，讓師生深入認識。
翌日活動豐富，靈修操練外，又設老師分享環節，崇基學院神學院神學校
董會副主席陳衍昌法政牧師和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系主任譚偉倫教授均出
席及致辭。陳牧師提及自己五十年前已在神學樓大廳學習，並勉勵新生讀
神學要進入生命中，並在生活上作鹽作光。譚教授又輕鬆及簡單地向新生
介紹文化、宗教和神學三大範疇，務求令神學生對部門認識更多。午後，
神學生分組自由參與聖像製作、詩班、監獄事工、農耕小組、學術小組、
烹飪等等，讓新生窺探和感受神學生的日常生活。
在營會的最後一天，新生在靈修操練後，一起參與聖餐崇拜及閉營禮。剛
結束安息年休假，由台灣回港的邢福增院長證道，題目為：「等一個人．
崇基」。他在講道中提及神學生來自五湖四海，到「崇門客棧」投宿，作
為人生旅途的其中一站，有人視此地為療傷之地，有人視此地為補給之
地，有人在此找志同道合的戰友，也有人對下一站充滿憧憬。無論大家
是哪一種心態，院長提醒大家，各人都只是客旅和寄居者，曾嘗試一無所
有，故此在我們和上主相認後，要緊記，不要自以為高人一等，應常常和
弱勢同行；在神學學習旅程中不要以為自己已經得到真理或答案，保持謙
卑，繼續尋索，並享受尋索的過程，莫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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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4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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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靜博士及王家輝牧師攜神學院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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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學生參加完交流團的分享文章：

大開眼界的八天

（BD）杜頤

在八天的日本交流學習團過程中，探訪過日本基督教大學（關西學院大學、國際基督
教大學、青山學院大學）、神學院（東京神學大學）、其他宗教場所地方（靖國神社、
築地本願寺等），認識到日本基督教發展之餘，亦初部了解到基督教在日本宗教文化
底下所面對之困難，而在眾多訪問單位之中，筆者最深印象的是不同基督教群體對於
信徒（尤其是年青信徒）流失之反應，他們有的仍然堅守傳統，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
來處理；有的則嘗試把流行文化與基督教文化融合，以另類方式將基督宗教向外界展
示。面對相同之處境，卻透過不同的方法來回應，也就是這兩年自己在神學學習過程
領略到最寶貴的經驗之一，因此透過這次日本交流學習團，不但讓我大開眼界，學習
到有關日本基督教發展之餘，更再次提醒自己在眾說紛紜的學術環境下，要懂得互相
尊重，彼此包容，經常抱持開放認真凡學習態度。

松谷信司先生（Christ Time）介紹日本基督教出版情況

探訪後分組報告

探訪神戶聖愛教會

大阪歷史博物館
神戶生田神社

為吸引日本新一代年青人認識基督教而設計的遊戲，
設有中文版本。

同學分五組探訪不同教會，此處為
天主教東京座堂關口教會。
國際基督教大學前留影

探訪東京神學大學

師生合照於東京台場

2018 日本基督教與社會考察感悟

（MDiv）宋蕾

在 2018 年之前，我對日本社會與文化知之甚少，兒時在大陸接受的教育基本對日本評價比較負面，
强調近代中國受日本侵略的歷史記憶，輿論會不斷誇大中日之間仇恨情緒。信主之後，又局限於自
身眼界，也曾片面地認為日本是個「異教」國家，不討上帝的喜悅。但今年的日本之行幾乎翻轉了
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
我對日本人的第一印象是謙遜有禮，重視公德。近距離觀察，日本的國民素質實在令人敬佩。雖然
一些日本友人，包括同行給予我們很大幫助的松谷牧師、以及走訪幾間神學院座談時一些老師對於
日本的「國民性」都有一定程度的批判，例如他們會認為在日本人之間很難分享福音，因為日本人
不習慣打擾對方的「私人空間」，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保持得非常精準，可能會失去情感的溫度。
但在我這個旁觀者的角度看，我是很欣賞這種文化的，因為中國大陸的情况恰恰相反，任何人隨時
隨地可以評判、介入他人的生活，人際間的尊重幾乎缺失，也許福音看似會傳得火熱，但對於傳福
音的對象是否真的有愛、有懂、有包容差異的能力就不一定了。
進一步概括地說，我感到日本人普遍的道德能力較高，他們像一群「法利賽人」（並非貶義），處
理生活的每一個細節都有章法，不給他人添麻煩、對人對事不留虧欠。我常會想：他們還需要主嗎？
在日本街頭看到人們的表情也大多帶着安居樂業的適宜感，在日本生活了一周之後，我也產生了確
實沒什麽需要在那裏去傳福音的念頭，因為我感到日本人已經完全生活在「上帝的愛」裏了。
但上帝又在這個國家放置了一根「刺」，日本面臨的自然災難威脅實在又讓人心生憐憫。交流團在
回港一周之後，我們所拜訪的城市大阪隨即發生了 6.1 級地震，常年媒體上也一直探討日本未來幾十
年發生摧毀型地震事件的概率，面對這個高度文明、發達又美麗（此次日本行，親身感受日本人在
生活中處處展現出的美學也讓我由衷喜愛）的「法利賽人國度」，我們能做的是什麽呢？是迫切為
他們禱告吧。日本教會人數比例不高，各種宗教雖平等相處，但在屬靈層面，日本社會對福音是拒
絕的。我認為原因之一可能是日本人的道德感確實比較强，文化上推崇「義人」、「付出的人」、「擔
當的人」，這也是日本讓我感動的地方，雖然這種自義容易使人「法利賽人化」。但主既賜憐憫給
軟弱的罪人，也恩待剛强的義人，但願日本的科技、文明繼續進步，面對不確定的自然災害時仍有
對策；同時也希望主加力量給日本的教會，在日本多元宗教的處境中持續保持能力發出真理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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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交流團分享

（MACS）劉國明

2018 年 5 月 24 日至 31 日 參加崇基神學院的 學習交流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日本的
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彼此融和接納，基督徒比例在日本屬於少數 , 日本基督信徒 一
般 較被動及害羞地表達自己是基督徒等特色。另外在行程安排方面 我們的義務工作
人員都很主動協調合作 ，包括帶隊團隊領導及負責行政的歡歡，積極努力有責任感，
令整個團隊運作得暢順及有安全感，松谷牧師更不遺餘力，努力積極協調，更藉著在
日本的人脈，令交流團更廣泛地貼地的接觸當地的不同文化及宗教、 教會等，令團
隊在交流學習安排上更顯順暢，內容充實豐富，既貼地，時間配搭得天衣無縫， 唯
一可以改善的是建議將部分行政交予旅行社職員，在操作上分擔，亦可以大大減輕同
工的壓力， 總括而言，我對此次交流學習行程都很滿意， 學習到不同文化的宗教發
展特色，日本教會及大學的神學教育，特別意外的是香港有校友宣教士到日本作宣教
工作， 更全程投入協助今次交流，可說是難能可貴及難得一見！ 非一般行程可以做
到的！ 感恩今次能夠參加，再次多謝同工職員及老師，松谷牧師 ， 松谷姐姐等等。

參與關西學院大學神學部崇拜，並由本院王家輝

也感謝各位同學校友 , 老師整體配合得非常合宜及互相支持照應！

本願寺神戶別院住持
東京築地本願寺

同學分五組探訪不同教會，日本基督
教團阿佐谷教會

探

本院師生大阪城前留影
淺草寺前留影

同學於探訪後分享

輝校牧證道。
關西學院大學神學部部長中道基夫教授介紹校園

交流團有感

（PhD）余永恆

「日本是福音的硬土」。我相信如在香港教會待有一段日子的朋友，在自己教會差會同
工的口中，不乏聽到此評論。根據 2017 年的統計數字，日本信奉基督宗教的人口只有
1.5%，1 但這只是一個靜止的數字 — 「它」是否從來是如此？若否，是如何變成這樣？
我們是否簡單接受「福音硬土」這論述去解釋「它」？

探訪青山學院大學

十分多謝出發前，由王曉靜老師和松谷曄介牧師的為給我們準備的兩堂課。除了扼要介
紹了日本基督教的歷史，也勾畫出日本基督教的生態：如不同的教派流別和日本基督教
的特色，使我們不是白紙一張的進入交流的場景，對我們的所見所聞有更好的掌握。因
屈指一算，我們走訪的地方，單是與基督教直接相關的有四間基督教大學、多間不同特
色的教會、日本基督教團、泰澤團契和基督報等多個團體，真是目不暇給。自己最高興
的是，有機會與年青一輩的日本弟兄姊妹晚飯，交流暢談，聽到他們對教會的心聲，同
時印證了我在走訪時的觀察。
若真的要用「福音硬土」去言說日本的狀況，我會說「硬」的是那些只願「待」人如己
的人，他們不懂（還是不願？）「愛」人如己。當然，這「硬」在很多地方也找到。

三小時的隨意門

（MDiv）吳穎欣

日本 — 似乎多被視為旅遊購物點過於宣教交流點，而且多會聯想到的是櫻花與紅葉、
藥粧與電器、水產與菓子，對當地的基督宗教歷史、教會及信徒的狀況、神學教育的模
式，卻不甚理解亦少有機會談到。
這年五月有機會透過交流團，到訪大阪及東京，並有出發前的課堂、閱讀有關書籍、探
訪教會時與教友交談及到訪神學院與師生交流對話等，這些都是難得的體驗，平常自遊
行或旅行團都未必可安排到。
礙於言語上的不通，行程中未必可以從對話中了解很多，好幾次出現雞同鴨講的情況，
後來嘗試轉變策略，在聽不明白的時候，便按着討論的題目，用手機搜尋網站及圖片給
對方看，例如：在關西學院大學參觀時，同學發現有一座既似觀音又似聖母的雕像，分
組時與教授談到這像，一兩句對話後大家都開始出現「黑人問號」，我便嘗試用手機搜
尋香港道風山聖殿的照片給他看看，那像廟宇的教堂同樣有跨宗教的元素，對方立時雙
眼發光，大感興趣，並拿出手機拍下我們手機中的照片，最後我們給他相關的網站參考。
總結這次交流團的經驗，體會到匆匆幾日的行程，能夠認識到的實在有限，但卻像叮噹
（ドラえもん，現譯：多啦 A 夢）的隨意門（どこでもドア），讓我可探頭到日本那
邊看看，同時也可讓另一邊的人來看看這一邊。深盼我們不會像大雄那般，用叮噹的法
寶卻闖出禍來，期待下次再有隨意門到別處看看之餘，也希望日本或其他地方的人跨過
隨意門來香港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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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機構同工 進修課程介紹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乃唯一設於華人公立大學中的神學院，結合學術訓練與靈命培育，致力培訓教牧人才、
裝備信徒領袖，同時亦為提高一般信徒的神學質素而努力，以回應上帝此時此地的召喚。本院不屬於任何單一宗派，
乃由公理宗、長老宗、改革宗、信義宗、循道衞理宗與五旬節聖潔宗神學傳統之教會支持。我們本大公精神，不囿於
特定神學立場，鼓勵同學按照聖經、教會傳統、屬靈經驗和理性原則，探索及建構適切的神學立場，並學習彼此聆聽、
尊重差異、實踐合一。
為支援現職堂會或機構同工，歡迎各同工以特別修讀方式選讀本院之神學及宗教研究科目，課程資料表列如下：

上學期（2018-19）
課程編號

科目名稱

學分

講師

授課語言

THEO1212/5312

新約聖經導論

3

黃根春教授

粵/英

THEO2211/5317

五經研究

3

王 玨博士

粵/英

THEO2216 /5316

保羅書信

3

葉漢浩教授

粵/英

THEO2221/5321

早期與中世紀教會

3

白德培教授

英

THEO2235/5335

系統神學（一）

3

葉菁華教授

粵

THEO3213/5950

聖經研究：專題研究（一）

3

王 玨博士

粵/英

THEO3215/5303

新約希臘文（一）

3

葉漢浩教授

粵/英

THEO3217/5301

聖經希伯來文（一）

3

李均熊博士

粵/英

THEO3244/5344

禮儀學

3

伍渭文牧師

粵/英

THEO3254/5354

基督教倫理學

3

龔立人教授

粵/英

THEO5144

婦女與世界宣教

3

黃慧賢博士

粵/英

THEO5210

希伯來聖經選讀

3

李均熊博士

粵/英

THEO5214

希伯來聖經釋經

3

陳南芬教授

粵/英

THEO5215

新約希臘文釋經

3

黃根春教授

粵/英

THEO5230

詮釋學與神學

3

林子淳博士

粵/英

THEO5244

實踐神學模型

3

關瑞文教授

粵/英

THEO5272

現代西方基督教

3

王曉靜博士

粵/英

THEO5317

五經研究

3

王 玨博士

粵/英

THEO5324

亞洲基督教史

3

白德培教授

英

THEO5906

基督教研究之方法與範式

3

葉菁華教授

粵

THEO5919

希伯來聖經之處境詮釋

3

陳南芬教授

英

THEO5928

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

3

邢福增教授及
王曉靜博士

粵/普

THEO5945

基督教輔導學

3

關瑞文教授

粵/英

THEO5954

基督教與社會:專題研究 I 動物、文化與神學

3

龔立人教授及
陳嘉銘博士

粵/英

THEO5960

基督教教育:專題研究 I 教會基督教教育的課程發展

3

鄭漢文博士

粵/英

THEO5962

崇拜與聖樂：專題研究I 崇拜中的會眾詩歌

3

梁明浩博士

英

下學期（2018-19）
課程編號

科目名稱

學分

講師

授課語言

THEO1000

基督教研究導論

3

葉漢浩教授

粵/英

THEO1211/5311

希伯來聖經導論

3

李均熊博士

粵/英

THEO2214/5314

共觀福音

3

黃根春教授

粵/英

THEO2236/5336

系統神學（二）

3

葉菁華教授

粵/英

THEO3216/5304

新約希臘文（二）

3

葉漢浩教授

粵/英

THEO3218/5302

聖經希伯來文（二）

3

李均熊博士

粵/英

THEO3222/5322

香港基督教史

3

邢福增教授

粵

THEO3240/5340

本地教會探究

3

黃慧賢博士

粵/英

THEO3241/5343

講道學

3

吳振智牧師

粵/英

THEO3245/5345

講道實習

2

王家輝牧師

粵/英

THEO3252/5352

受差傳之教會

3

葉文喜博士

粵/英

THEO5141

普世教會學

3

Dr. Philip Wickeri

英

THEO5226

神學與女性主義

3

黃慧賢博士

粵/英

THEO5235

電影與神學

3

任志強博士

粵/英

THEO5242

基督教崇拜之歷史、實踐與神學

3

伍渭文牧師

粵/英

THEO5271

改革時代

3

白德培教授

粵/英

THEO5331

人類與拯救

3

陳家富博士

粵/英

THEO5541

聖經與崇拜

3

梁明浩博士

英

THEO5912

聖經神學

3

王 玨博士

粵/英

THEO5924

基督教與社會變遷

3

葉菁華教授

粵/英

THEO5942

現代人的屬靈生活

3

溫偉耀教授

粵/英

THEO5944

教會管理與領導

3

盧龍光教授及
劉忠明教授

粵/英

THEO5956

教牧學與輔導:專題研究 I 教會場景內的性治療

3

姚志鵬醫生

粵/英

THEO5957

教牧學與輔導:專題研究 II 教會場景內的轉化學習

3

紀治興博士

粵/英

THEO5958

中國基督教:專題研究 I 普世教會合一運動與中國教會。

3

王曉靜博士

粵/英

THEO6942

牧養研究：專題研討 II 作門徒的轉化：
以生命方向為導向的門徒塑造

3

陳榮超牧師

粵/英

查詢請致電：張小姐（3943 1034）

由本院教牧事工部主辦之第十二屆週年牧養研討會將於 2018 年 10 月 23 日至 24 日假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舉行，主題為「聖
經教導．下一里路」。本年研討會的特色乃包括發佈研究計劃結果、學者及牧者回應、專題研討工作坊（第一天將按教會
類別進行相關探討；第二天則集中分享聖經教導∕教會培育事工的新方式）。
2018/19 年度週一加油站將於 29/10 及 26/11 假容啟東校長紀念樓內的聖堂舉行，由本院教師擔任講員分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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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介
書名：

《吳耀宗全集》第三卷：抗戰後期及國共內戰
時期（1942–1949），共兩冊
The Collected Works of Y. T. Wu, Volume 3:
The Last Phase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and the KMT-CCP Civil War (1942–1949),
in 2 books

編者：

邢福增 Ying Fuk-tsang

出版社：中文大學出版社
ISBN：

平裝本上、下兩冊 978-962-996-767-3
精裝本上、下兩冊 978-962-996-671-3

規格：

440 + 456 頁 / 6” x 9”

吳耀宗（1893–1979），基督教「三自革新（愛國）運動」
發起人，近百年中國基督教歷史中極具爭議的人物，其
神學思想及生平長久以來均為中國基督教史的重要議題。
本套《全集》的出版，對吳耀宗研究及二十世紀中國基
督教研究，裨益甚大。《全集》共四卷（七冊），按吳
氏生平思想分期編輯，每卷按文章出版日期編排，另附
由其兒子珍藏的未刊文稿，包括日記摘錄及文革期間的
檢討等。每卷均有導論介紹及闡釋有關階段吳氏的生平
及思想要旨，以便讀者認識及掌握其思想。
《全集》第三卷收錄了 1942 至 1949 年間吳氏已刊著作
及未刊文稿、日記摘錄等，呈現其抗戰後期及國共內戰
時期的思想。

書名：《變局下的徘徊：從戰後到後九七香港教會社關史論》
作者：邢福增
頁數：264 頁
售價：88 元
出版社：印象文字
出版日期：2018 年 7 月
活在當下的變局，面對十字路口的徘徊，我們選擇沉醉於
昔日的光輝歲月，還是準備好作全面及批判的反省？
徘徊於變局之中，是迷失還是沉澱？是 O 前進還是倒退？
路，要如何走下去？
本書希望梳理半個多 h 世紀以來，香港教會在政治及社會
的時代變局中，在實踐社關路上面對的困局。全書分「宏
觀」、「福音派」及「u 政教關係」三個焦點（focus），
又輔以個案研究（case study）作進一步闡述，幫助我們認
識今天所處的位置，以及體認香港教會那些不可迴避的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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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出版

學生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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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
兩年；時間有限，故我
神學院與眾同儕只剩下
在
莊員
們眾
神學可以讀一世，服事
福我
主賜
願上
少說空話，多做實事。
緊「上莊」，鍛鍊自己
一的美事！
這多元的群體當中作合
謝永健（群育）
我，陳師奶。
不識太多時務，但加減
乘除算是通曉！
不算太精打細算，但對
數字的對錯還保留幾分
執着！
現在，不只是為了陳家
，還為了崇基神學院這
個大家庭打算打算，實
貴的機會，但願能滿足
在感謝各同學給予這可
大家的期望，獻上最好
的服事。
卓麗精（副會長、財政

）

不同，但服侍一眾同學
。雖然崗位不同，組合
接莊
心態
」的
到底
習之旅。
挑戰，抱着「挑戰
後一年的全時間神學學
與兩位舊戰友再次接受
戰友並肩作戰，渡過最
新舊
杜頤（群育）
各位
年與
新學
仔的心依舊不變，期待
畢業年上莊也不是第一
次，年少輕狂時也曾邊
做畢業論文邊上團契莊
這次還要擔當一個責任
，
較大的崗位上，有一定
的壓
力，
感恩有一班很令人放心
的隊友在旁支持。
盼望這一年能成為同學
與神學院之間的良好橋
樑，
讓老師及同學在多元的
神學路上一同交流及學
習。
陳菀琪（會長）

驗上主的美
定上莊。在這其中去體

終決
擔，考慮再三，還是最
敢於承擔卻不願主動承
是一種幸福……
反思
來的
所帶
人，
務他
意和帶領。能去經驗服

張惠（群育）

帶着興奮心情落莊，帶
着普通的心情「上莊」。期
待的是新學期的新人和
因為，「上莊」不只是
舊人！
做事，更是服侍人！ Fig
hting ！
續
團隊。盼望也就這樣繼
，搭着搭着就成了這個
同伴間互相笑着搭膊頭
服侍。
着用心用力做好這年的
互相搭着膊頭，笑着笑
鍾頴婷（文書）

許向一（學術）

之前從沒想過自己會在
學生會「冧莊」，然而
如果學生會需要小弟，
作為外務，肩負對外聯
我樂意繼續服侍。
絡之責，我希望今年能
讓神學院認識更多鄰舍
和其餘神學院的學生會
，包括校內組織
，並加強我們對社會事
務的關注，實踐信仰，
榮神益人。
宋礎安（外務）
的空間 。
莊員一同創造接納彼此
鄭宇恩（外務）

信仰的方法，也與各位

學習在聆

從中探索更多活出
聽中尋找彼此的聲音，

院長安息年行蹤
邢福增教授在台灣享用安息年期間，應天主教輔仁大學邀請，於 5 月 4 日舉行的「第九屆天主教國際學術研討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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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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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他應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邀請，主講「中國因素陰霾下的香港基督教」公開
講座。5 月 18 日，他為「哲學星期五」主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宗教秩序」，5 月 20 日，為「神學禮拜五」主講
「中梵協議的政教意義」。5 月 22 日，他應中華福音神學院蔡麗貞院長邀請，於中國教會史課堂上與同學分享其對
吳耀宗的研究。6 月 8 日，他應士林浸信會邀請，於主日崇拜證道並主講關於中國宗教政策的專題講座。6 月 12 日，
他與鄭漢文博士一起，於高雄文藻外語大學分享關於雨傘運動與香港教會及青年的課題。7 月 11 日，他任台灣民視
「新聞大解讀」節目嘉賓，分享關於宗教統戰及中梵關係等課題。7 月 13 日及 8 月 9 日，他應宇宙光機構邀請，
為同工主領晨更信息及專題分享。8 月 20 日，應中央廣播電台邀請接受專訪。
期間，邢教授乘回港之便，分別為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協進團、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環球宣愛協會、中華基
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牧職部社關小組、中華基督教會灣仔堂主講關於中國基督教及政教關係的專題。此外，又應馬
鞍山崇真中學及沙田循道衞理中學邀請，任畢業禮主禮講員。

老師消息
李均熊博士
1. 7 月 3 日及 4 日，李博士與黃慧賢博士在信義宗神學院中，參與由東南亞神學研究院主辦的博士生研討會（ATU
Doctoral Colloquium），於博士生報告中作指導角色。
2. 7 月 16 日至 20 日，他前往印尼參加亞洲聖經研究學會（Society of Asian Biblical Studies）之年度會議，並發表
題為 “Nurturing Dialogue in Asian Context: Bakhtinian Perspective on Dialogizing the Decalogue and the Dialogic
Authority of the Hebrew Bible” 之文章。
白德培教授
1. 6 月 17 至 21 日，白牧師參加第十六屆歐洲宗教研究會議 “1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他發表文章 “Conversion of the converters? Goals, motivations, self-understanding of
volunteer visitors in prison”.
2. 6 月 20 至 22 日，信義宗神學院，聖神修院和本院學生參加合一學習團，他亦隨團參加。
3. 6 月 27 日至 7 月 5 日，他在瑞士作公開授課，講授中國基督教及在監獄的基督教信仰。
葉漢浩教授
1. 5 月 28 日 至 6 月 2 日， 葉 教 授 於 “The Christian Forum for Reconciliation in Northeast Asia 2018” 發 表 文 章，
題為 ”Seeing our neighbor in light of the serious economic inequality in Hong Kong” 。
2. 7 月 16 日 至 29 日， 葉 教 授 參 加 於 意 大 利 舉 行 的 學 術 研 習 團， 題 為：“Colloquium on Material Culture and
Ancient Religion. Religion and Empire: Agency and Intersecting Identities”。
黃慧賢博士
7 月 3 日及 4 日，黃博士與李均熊博士在信義宗神學院中，參與由東南亞神學研究院主辦的博士生研討會 (ATU
Doctoral Colloquium)，於博士生報告中作指導角色。
王珏博士
1. 7 月 16 日至 20 日，王珏博士前往印尼參加亞洲聖經研究學會（Society of Asian Biblical Studies）之年度會議，
她發表論文 “The Solomonic Kingdom as a Collective Narcissistic Discourse of the Imperialized Yehudites” 。
2. 她於 6 月為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級研修班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of Asian Cultures and Theologies, IASACT）
開幕致辭，題為：“Heteroglossia: Intellectual Quest in a Multilingual Discursive Context”。
王曉靜博士
1. 王曉靜博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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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月 24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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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王家輝牧師攜神學院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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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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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消息（續）
3. 王博士於 6 月 28 至 30 日出席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召開的耶魯 - 愛丁堡傳教史及世界基督教研究年會（YaleEdinburgh Annu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World Christianity）。
4. 她 於 7 月 18 至 21 日 受 邀 出 席 在 美 國 Baylor University 召 開 的 第 八 屆 國 際 浸 會 研 究 研 討 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aptist Studies VIII: Baptists, Gospel and Culture）， 並 擔 任 主 講 之 一， 演 講 題 目 為：’“More
Christian, More Chinese, and More Efﬁcient”: Herman Liu and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1928-1938)'。
5. 7 月 24 至 26 日， 她 出 席 在 英 國 劍 橋 大 學 召 開 的 教 會 歷 史 協 會 年 會（Ecclesiastical History Society Summer
Conference: The Church and the Law）， 並 發 表 論 文 ’Protect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the Treaties: Christian
Missions, Native Churches, and the Abolition of the “Unequal Treaties” during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922-1927)’。
任志強博士
6 月 2 日，任志強博士參與香港大學 Faith and Scienc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Forum 與恩光書院合辦之 “Redeeming
Technology” 專題研討系列，並以 “Technology, Religiosity and the Future of Humanity” 為題，作該系列最後一場主
題演講。

恭

賀

1. 本院王曉靜博士於教會歷史協會（EHS）2018年7月25日召開之會員大會上榮獲教會歷史協會2018年新晉學者最
佳論文獎（President’s Prize），獲獎文章題為’Western Establishment or Chinese Sovereignty?: The 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 during the Restore Educational Rights Movement (1924-1927)’。
2. 陳曉冬小姐（18 MDiv）和何庭軒先生於2018年7月28日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願上主
賜福。
3. 張振傑先生（11MACS）和胡嘉玲小姐於8月4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願上主賜福一對新人。
4. 2018年9月1日起，蒲錦昌牧師上任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副總幹事。願上主賜福。
5. 本院副院長黃根春教授兒子希文於2018年9月1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容啓東校長紀念樓樓神學院新聖堂舉
行結婚典禮。願上主賜福。
6. 麥志立（13BA, 16MDiv）和蔡怡玲於9月22日在循道衞理國際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願上主賜福。
7. 葉鳳霞（09BD）女士和鄧其偉先生於9月22日在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舉行結婚儀式。願上主賜福。
8. 劉玉強先生（DProf）於10月21日獲粉嶺浸信會按立為牧師，典禮於粉嶺浸信會舉行。願上主賜福。

哀

悼

1. 蘇家安（17BD）父親蘇治強先生離世，9 月 16 日於世界殯儀館守夜，翌日大殮出殯。
2. 8 月 20 日，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傅先偉長老安息主懷，享年 74 歲。2009 年 5 月 15 至 22 日，
本院師生一行 35 人曾前往南京和上海訪問，期間訪問位於上海的基督教全國兩會，當時身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
國運動委員會主席的傅先偉長老向本院代表團介紹了全國基督教的發展概況及挑戰。蒙傅長老的接待，令師生更
了解內地基督教概況。傅先偉長老離世，本院上下深切哀悼。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

新院長遴選消息
邢福增院長將於 2020 年 7 月卸任院長，神學校董會已成立新院長遴選委員會，由主席蘇成溢牧師任召集人，成員
包括：方永平教授（崇基學院院長）、陳志堅牧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代表）、王福義長老（基督教香港崇真
會代表）、周健雄牧師（五旬節聖潔會代表）、林崇智牧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代表）及林津牧師（校友會代
表）。新院長遴選工作即將展開，請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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