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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年前，在隨一隊香港學生前往歐洲遊學時，我們路過柏林的一座教堂，它現在已

變成一個為失業者提供休息和諮詢的場所。學生們的直接反應是：「這麼漂亮的

教堂竟然空空如也，太可惜了。」的確，當中國基督徒談起歐洲或整個西方的基督教

時，最常見的反應就是：「可悲的是，歐洲人竟然失落了信仰。」

在這類表達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裡面錯綜複雜的情緒和態度：首先是對基督教明顯的衰

落感到由衷的傷感；接着是毫不掩飾地表現出對歐洲人喪失信仰、特別是歐洲基督徒喪

失福傳熱情的批評。然後是升起了一種天命感，認為上帝已經呼召「東方」接過福傳的

接力棒，承擔起信仰領域中的全球領導權，就像發生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中的類似情況一

樣。甚至還會產生一種憂患意識，就是預感到歐洲發生的事也會降臨到香港。因為當地

的基督教已經開始出現了所謂的「世俗化」跡象，甚至在過去的30年時間經歷了飛速發
展的中國大陸的基督教，也無法倖免。

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所謂基督教在西方的衰落這一課題。首先，我們要對這一宗教景

觀的變動做一個簡短的敘述。接着，我們會介紹一些社會學和歷史學理論，它們對這一

過程的原因和起源做了深入探討。最後，我們還將對這一發展給出自己的思考：我們當

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又該如何應對這一問題？

邁向後基督教時代的歐洲

在歐洲，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踐行信仰的基督徒的人數正在減少。在位於鄉村或城市社

區中心的大教堂裡，參加主日崇拜的典型會眾，是由一些白髮蒼蒼的老者組成的，他

們那虛弱的聲音被淹沒在管風琴的轟鳴之中。世界基督教資料庫（WCD）的統計數字
生動昭示了基督教的急劇衰落。在德國，基督徒人數已從1900年的98.56%下降到2015
年的67.29%。而在英國，人數也從97.44%下降到69.40%。統計學家預測，到了2050
年，這兩個國家的基督徒人數將下降到58.79%和56.75%。現實甚至比這些數字更加糟
糕：因為WCD的統計不是基於崇拜參加者的人數，而是基於教會成員的人數。更有甚
者，許多人之所以要維持一個教會成員的身份，只是出於懷舊情結，或者是為了與一個

人們心目中的社會功能組織保持關係，或者是為了在舉行洗禮、婚禮和葬禮這些人生最

重要的儀式時，能夠請到主持人。

但是，成員身份並不意味着參與。潘霍華說過一句著名的格言：「僅當教會是為他人而

存在時，它才是教會。」（Bonhoeffer 1971:382）但這句話現在有了一個新的、可悲的
諷刺含意：教會的存在已經不是為了使其他人得益處了，而僅僅是為了讓他們（而不是

讓「我」）有地方參加聚會而已。

實際上，英國教會早就發現，生活在主教教區的居民當中，只有4.3%的人參加了
2014年的聖誕敬拜儀式，而聖誕敬拜還是每年最能吸引崇拜者的儀式呢。（Pet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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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 欲瞭解教會衰落的更多事例，請參閱McLeod 
2003:2-5）英國教會的前大主教羅雲．威廉斯（Rowan 
Wil l iams）稱英國為一個後基督教國家，（Peterson 
2018:2-3）其實這個描述也適用於歐洲的大部分國家。人
們對於基督教傳統儀式越來越不感興趣，聖經知識越來

越貧乏。而更令神學教育者悲哀的是，人們對於神學研

究的興趣也越來越低。

當然，在這幅慘澹的畫面中，也有一些亮點。某些城市

裡依然還活躍着一些復興的教會。在這些教會中，年輕

人的存在與那些以老年人為主的傳統教會形成了鮮明對

照。然而，雖然對這些復興教會來說，衰退的陰影不是

那麼顯著；但並沒有證據表明，這類教會的成長速度足

以抵銷建制型教會的衰退。唯一顯著繁榮的教會是那些

由非洲人、亞洲人或拉丁美洲人組成的移民教會。不

過，它們仍然局限於種族範圍內，還在竭力與社會大多

數人建立聯繫。

對於財政緊張的教會來說，古老的教會建築已經不勝負

荷。教會領袖們想出各種招數，試圖擺脫他們所繼承的

這些建築物包袱：有些教堂被廢棄了；有些教堂被售

賣，或改造成社區中心；有些教堂變成了諸如餐廳、旅

館、書店之類的商業機構；有些教堂還保留著基本的宗

教用途，輔以文化活動；還有些教堂直接與其他宗教團

體分享自己的空間。

傳統上教會與國家之間的緊密聯繫正在逐漸瓦解。傳統

的宗派教會（英國的聖公會；德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

的路德宗；瑞士、蘇格蘭或荷蘭的改革宗；南歐和中歐

的天主教）依然維繫着一種將社會全體成員都收容在內

的全民教會的假像。但這些地區的現實處境正越來越將

這些教會轉變成各種自發性的組織。換言之，跟那些復

興的「自由」教會沒太大差別。

隨着個體敬虔程度的下降（社會學家稱其為「主觀的世

俗化」），教會正失去它們在社會和文化中的傳統霸權

（「客觀世俗化」），最為明顯的例子或許就是它們在

性倫理和婚姻方面影響力的衰落。宗教的世界觀與非宗

教的世界觀肩並肩地站在一起，互相競爭，並且受到支

配人類其他生活層面的同一種市場力量的影響。宗教信

仰不再被看成是理所當然的了，而成為一種你必須要主

動選擇的東西。這種要在多個選項中擇一而從（包括自

稱「無信仰」）的必然性，很自然地導致了宗教社會

學家彼得．柏格（Peter Berger）所稱的「選擇的必然
性」（heretical imperative），以及「從命運到選擇的
運動」。（Berger 1979:11）由於不存在一種淩駕於一
切之上的權威世界觀，人們必然要在不同的信仰中進行

選擇。每一個選擇都自詡擁有終極權威，即使它們同時

認可寬容與包容。因此，世俗化就是一場「運動，它從

一個對上帝的信仰不受挑戰、實際上也不容置疑的社

會，邁向一個把這種信仰當成眾多選項之一的社會。」

（Taylor 2007:3）

世俗化理論對基督教衰落的社會原因所做的解釋

基督教為何會在歐洲（以及整個西方）衰落？對此一

問題的探討，首先是在社會學領域展開的。塗爾幹

（Durkheim）解釋道，工業革命帶來了社會和文化的

多樣性。在這種情況下，不同宗教的人比鄰而居，沒有

任何一個宗教可以宣稱擁有獨家真理。宗教的多元性導

致了信仰的私有化和個體化。同時，隨着越來越多的生

活領域自我組織起來，而無需依賴宗教權威，宗教空間

也就由此萎縮了。（Durkheim 1984:119-20）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認為，現代科學的崛起導致了他所
稱的對世界的「祛魅」：就是一種將每件事都理解為非

人力量所引起的、充滿魔性的世界觀，被一種只看到科

學規律在運行的科學世界觀所取代。諷刺的是，這些啟

蒙的力量其實植根於新教教義之中。根據韋伯的觀點，

新教是其自身成功的犧牲品，受到它所產生出來的理性

化和祛魅力量的損害。現代世界由此引發了一個去神

秘化運動，它反映出「人類日益增長的理性」（Wilson 
1966:78），以及社會的分化：包括政治、經濟、法律、
教育、宗教等子系統的專業化。這些子系統沒有一個可

以擁有淩駕於其他系統之上的權威。

許多社會學家們都確信，現代性必然會導致世俗化

（Bruce 2001:250）和宗教的消亡。在一個複雜的社會
裡，信仰不同宗教或世俗價值觀的人比鄰而居，互相競

爭。僅僅是另一種真理聲明的存在，就意味著以前被理

所當然奉為絕對真理的聲明要面臨被重新審視的命運。

這些社會學家認為，這麼一種相對化，伴隨着與之齊頭

並進的市場化、個體化和主體化的動能，將最終完全摧

毀宗教信仰的根基。然而，在1970年代，令許多社會學
家吃驚的是，各種宗教展現出巨大的韌性，於是他們開

始改變自己的觀點。彼得．柏格修正了他把宗教的消亡

當成自然趨勢的觀點，承認「這可能錯了。」（Berger 
1999:3）雖然現代性的確具有世俗化效應，但也存在著
反世俗化的運動和返魅的過程。尤其是，那些具有保守

和傳統傾向、拒絕與現代性相妥協的宗教團體「幾乎在

世界各地都有所增加」（Berger 1999:6）。1980年代以
來五旬宗人數的增長，以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原教旨

主義勢力的上升，就是這一趨勢的顯著實例。

另外一些社會學家認為，宗教與其說是在消亡，不如說

正在變成一種非建制的、更為主觀的形式。這種非體制

性宗教情感的典型表達，就是大眾對於新紀元宗教運動

的信奉，以及我們經常聽到的所謂宗教與靈性的區分。

今天的許多人可能不那麼信宗教了，而且肯定對於建制

型宗教不那麼感興趣了，但他們並不缺少靈性追求。雖

然這些學者都不再堅持傳統的世俗化論點（即現代性自

然會導致宗教的衰落），但他們的理論只是對傳統的世

俗化理論做了修正，而不是完全取代了它。但宗教情感

的轉移依然標誌著傳統宗教喪失了權威性，或說得簡單

一點，它標誌著基督教的明顯衰落。

作為特例的歐洲世俗化

另一位著名的宗教社會學家大衛．馬丁（ D a v i d 
Martin），原則上支持世俗化理論，但並不將它視為現
代性的演變過程中一種普遍和必然的進程。（Martin 
1990:295）他指出，歐洲和北美的世俗化遵循著不同的
軌跡，並且認為，歐洲的世俗化形式源於歐洲特殊的歷

史經驗。實際上，對歷史的研究非常有助於我們理解歐

洲基督教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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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歷史上的一些事件和觀念更新促成了基督教信仰的

衰落，至少也是削弱了人們對作為體制的基督教會的依

附。接下來我們對這一過程的主要環節作一番綜述。

教會誕生於西元一世紀，起初它是一個對羅馬帝國持激

進反抗立場的另類小團體。但當康斯坦丁大帝於西元四

世紀接納基督教作為他所青睞的宗教後，這一情況就發

生了改變。接下來，基督教成為帝國的官方宗教。由

此，幾乎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自動成為基督徒。

當11世紀爆發著名的敘任權之爭時，教會與社會的這
場聯姻首次出現了裂痕。當時的教會與國家為著到底誰

應在政治和宗教上都統一起來的歐洲享有終極權威的問

題爆發了衝突。在國王亨利四世宣佈自己有權任命主教

後，教宗格列高裡七世對他施行絕罰，迫使他（在教宗

面前）認罪懺悔，作為被重新接納進教會的條件。因為

來自教會的絕罰會使亨利無法繼續統治。教會在這場衝

突中（1077年發生在卡薩諾）貌似取得了勝利，但對
抗也標誌著天主教會對歐洲社會的支配地位開始走向末

路。從那以後，政治領袖們都對一個能讓君主屈膝的教

會滿腹疑慮。因此，這一事件為宗教歸屬與社會歸屬之

間的分裂播下了種子。

分隔教會與社會、並且驅使社會邁向世俗化的下一階段

發生在宗教改革時期。雖然宗教改革意在復興和淨化基

督教，但這一時期的神學、文化和社會變革對於人們宗

教情結的衰退起到了間接而長遠的影響。這些有權威的

改教家們拒絕了中世紀所流行的將教會視同國家上司的

教會－國家關係論。反而認為，政治領袖們同樣是在完

成上帝的工作，而且是直接完成，不需要以教會作為仲

介。這種對政治事務的新認識反映出在社會與文化領域

發生的深刻變化，包含了一種更為積極的世界觀。傳統

上，奉獻於上帝的生活意味著退出世界；而現在改教家

們則強調，基督徒更應該在世界之中服侍上帝。無論是

作木匠還是作廚師，無論是作漁夫還是作農夫，每個基

督徒都蒙召在他的整個生活中—包括在他的職業工作

中—敬拜上帝。當然，這種觀念層面上的變動也反映出

人們生活中更為深刻的變化：具有獨立意識的市民人口

與日俱增；人們對於把握自己生活越來越充滿信心，不

再消極地屈從於黑暗的命運。這種對於「上帝所喜悅的

生活」所做的界定和傳播，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就是讓

人覺得：如果一個人可以在他的工作中服侍上帝，就不

一定要在教堂中服侍上帝了。

促成人們宗教情結衰落的下一個歷史階段就是毀滅性的

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這場戰爭給歐洲中部的
廣大地區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壞，死亡人數估計達到800
萬。在現在屬於德國的地區，大約有一半男性人口死於

戰爭和與戰爭相關的疾病。雖然這場戰爭有著深刻的政

治原因，但人們通常將它視為是一場天主教徒與新教徒

之間的信仰戰爭。

戰爭的破壞性導致了對基督教的負面認知，人們不再相

信宗教信仰有能力帶來和平。這種對宗教的幻滅感深刻

影響了接下來的啟蒙運動及其對宗教的批判態度。從

此，宗教一直被視為戰爭的源頭，而不是和平的源頭。

對基督教及其製造分裂的潛能所進行的批判，或許在伏

爾泰那句「幾何學中沒有教派」的著名格言中得到了最

充分的表達。換言之，一個熱愛和平的人應該矚目於理

性與科學的和諧，而不是交戰各方的不和諧。由於教會

未能帶來和平，人們就將履行這一職能的希望寄託於政

治權威。一個強大的國家似乎是保護社會免受潛在的宗

教衝突之害的最佳途徑。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由啟蒙運動所引發的文化和意識形

態變革體現在一場旨在建構更平等社會的社會和政治革

命中。啟蒙運動的力量反對教會和它的教階制，在整個

18世紀，教會都在支持壓迫性的「舊制度」並為其合法
性進行辯護。不足為奇，法國大革命不僅攻擊國王，而

且以同樣激烈的態度攻擊教會，視其為國王的同盟者。

啟蒙運動中，批判基督教最為嚴厲的地方莫過於法國。

（Byrne 1996: 34-37）而在英國，循道衛理會運動緩和
了社會矛盾，從而導致了一場不流血的人民革命。（Elie 
Halévy, see Maddox 1998: 34）跨越英吉利海峽的社會變
革由此顯得不那麼具有革命性和反基督教了。

隨著19世紀早期君主統治和天主教支配地位的恢復，
現代主義者與保守的天主教之間的深刻對立構成了歐洲

社會的主要特徵，這種態勢一直維持到梵二會議期間

（1962-1965年）：所有謀求政治解放的人士都反對教
會，將其視為社會進步的主要敵人。十九世紀下半葉，

隨著教宗庇護九世的通諭《何等關懷》（Quanta Cura）
及其附文《謬說輯錄》（Syllabus Errorum）的發佈，羅
馬天主教對現代主義的反對達到高峰。在這篇《謬說輯

錄》中，教會羅列了它所譴責的所有現代主義觀念：新

聞自由、政治自由、宗教寬容、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

天主教會將這些社會運動說成是與基督教信仰水火不容

的。因此人們不得不在這兩種互相排斥的選項中擇一而

從，要麼走向現代性，要麼回歸天主教。

雖然新教教會更願意接納現代性，但羅馬天主教對於一

切自由觀念的拒斥依然對整個社會產生了衝擊，導致人

們對建制型基督教的全面疏遠。新教教會亦未能密切跟

蹤城市化和工業化之類的現代化進程所產生的社會影

響，以及這些變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歐洲大陸的教會

在社會學上依然沉溺於早被社會現實所超越了的前現代

結構。（請參見 McLeod 1997: 118-131）

在過去兩個世紀裡，歐洲所經歷的其他事情也對基督教

的衰落推波助瀾。其中一件事就是歐洲人對於殖民主義

的暴行普遍感到愧疚。不管正確與否，基督教被公開認

為是殖民擴張中的受益者，她也未能充分遠離那些殖民

過程中所發生的種種不義。西方的許多人把基督教和殖

民主義看成是一枚硬幣的兩面，認定兩種力量都在野心

勃勃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征服和奴役全世界。更有甚

者，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悲劇赤裸裸地暴露出所謂基
督教西方的道德破產。雖然西方人在為20世紀最嚴重的
反人類罪行而自我譴責時流露出某種程度的歐洲中心主

義傾向。畢竟，世界其他地方的極權統治者也製造出同

樣的破壞性結果。但基督教依然是最受這類負面事件影

響的宗教信仰。

總之，無論這些導致基督教衰落的重大歷史事件是發生

在16世紀、18世紀中葉，還是在20世紀中葉，所有這些
事件、以及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變遷所形成的合力，使

得基督教喪失了它在西方社會中的支配地位。

3

03 主題文章



思考之一：我們應該悲傷嗎？

在本文開篇處，我曾介紹了一些（中國人）對於歐洲基

督教的衰落所發出的悲歎。當然，不僅是亞洲的基督

徒，歐洲的基督徒也都為此感到痛惜。這場衰落所造成

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 對基督教信仰的日漸疏遠，使得人們忘卻了基督徒起
碼的行為準則，比如分享、對寄居者的善待、以及超

越政治和意識形態取向的群體歸屬感。它損害了基

本的屬靈導向，比如感恩、對生活超越層面的開放態

度、對自身有限性的體察、反抗常規權勢的激進盼

望，以及對於先知性批判的接受能力。在一個根深蒂

固的現狀中，這種先知性的批判會讓我們坐臥不寧。

． 基本聖經知識的失落使得許多人與受到基督教故事和
象徵符號滲透的大部分歐洲文化失去了聯繫。如果沒

有一定程度的基督教知識，我們就無法理解西方文化

和歷史。

． 一種包容大度的基督教形式的衰落讓歐洲社會喪失了
整合並凝結社會的各種紐帶，使之處於那些既無意願

也無能力將各種不同聲音聯繫起來的激進宗教團體的

支配之下。這片宗教空地將受到不同的宗教代理人、

部落聯盟，和不能創造性地應對現代性挑戰並且不關

心社會和諧的宗教勢力的佔領。相反，保守而輕信的

基督教派則會鼓吹一種退守的信仰形式，也就是說，

要把信仰當成逃離現代社會的避難所。

． 隨著西方主流基督教的衰退，曾在過去一個世紀裡極
大促進了世界範圍內社會變革的普世合一運動，將喪

失大量的財政支持。基督教的普世合一運動激勵並

支持了各種各樣的進步團體和運動：在地方上，有基

督教工作委員會和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Wong 
2019）在國際上，有反種族隔離的鬥爭、從冷戰期間
持續至今的和平運動（比如南北韓的和解）、以及其

它許多謀求正義和自由的社會運動。

儘管歐洲基督教的衰落引發了廣泛而情理之中的哀傷，

但這一變動也產生出大量替代性且常常是更積極的解

釋。有人質疑：這樣一種衰退是否真的發生了。漢貝格

（Hamberg，2018）指出，對衰落的假設是建立在對
過去幾百年來教會影響力的誇張評估基礎上的。她對這

種一般的假設—即中世紀的歐洲人是完全依附於基督

教信仰和實踐的—提出了質疑。根據漢貝格的觀點，

處於衰退中的只是基督教的某種特定形式，也就是主流

天主教和新教的建制形式，而一種「不受教會約束的靈

性」依然充滿活力（78）。漢貝格的解釋得到了麥克勞
德（McLeod）和烏斯托爾夫（Ustorf）所編纂的《基督
教國度在西歐的衰退，1750-2000年》（The Decline of 
Christendom in Western Europe, 1750-2000 [2003]）中
一些稿件的回應，這些文章並不把過去幾個世紀的變化

看成是宗教衰退，而是單純地理解地宗教變革（McLeod 
2003:8）或對基督教信仰的重新詮釋。

拉森（Larsen，2018）從福音派的角度，同意建制型基督
教的衰退並不意味著信仰的衰退。人們只是不再歸屬，

並非不再相信。他批評道，一種以進步模式來思考的傾

向產生出大量的世俗化理論，這些理論將信仰看成是以

前時代的附屬物，要現代就得「放棄它，以換取一個世

俗的心態。」（Larsen 2018: 167）萎縮的是基督教國
度，而非基督教信仰，這一點就值得我們喜樂：「對於

建制型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衰落，正確的神學和實踐回

應是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 4:4）」（Larsen: 
165）因此新的社會處境為基督徒傳福音、做見證，以及
活出最初的信仰提供了新的契機。實際上，福音派基督

徒長期以來一直在批評名義上的基督教，寧要一個較小

但更有活力、更加投入的基督教信仰共同體。

對於建制型基督教的衰落持積極態度的並非只有福音

派。許多具有批判精神的基督徒明白，教會的位置不應

在社會的中心和主流，而應該在其邊緣。這才是它該在

的位置，但這樣一來，它就必須是小型的。一個以十字

架為中心的教會必然是一個遠離社會中心的反文化共同

體。基督教的衰落實際上是基督教從其被擄於資本主義

體制的狀態中獲得了解放。對於人數眾多的教會的熱

衷，體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對於成長、效率和權勢的

癡迷，這種心態是與基督教的源頭針鋒相對的。有人認

為，如果上帝關注有效性和數字上的成功，上帝肯定會

讓基督進入21世紀的世界，因為在這個世界裡，基督可
以通過社交媒體和環球旅行輕而易舉地與人交流。

具有批評精神的歐洲人之所以對處於社會中心的強力教

會很敏感，還有其他幾個原因：在過去，教會大而有

力，但它未能阻止兩次世界大戰和種族大屠殺。同時，

大多數國家的基督徒認識到，西方某種形式的基督教的

衰落，為增進彼此的關係提供了一個機會（Guerra 2018: 
199）西方基督教儘管是地方性的，但卻自稱是普世的。
因此，它的消亡為真正的普世基督教的興起提供了空

間，這可被理解為一個「向著基督徒彼此互惠」的世紀

過渡的過程。（ibid.）

靈性進步的基督徒之所以對建制型基督教的衰落感到喜

樂，還有著深刻的神學理由：在教會的衰落過程中，上

帝的虛己、道成肉身和對世界的參與就能成為現實。自

從馬克斯．韋伯以來，人們已經普遍承認，「世俗化」

有著深厚的聖經基礎。聖經敘事位於世俗化進程的起

點，這一認識啟發了像潘霍華這樣的神學家們。他們呼

籲建立一種較少宗教色彩的基督教，並且從非宗教的立

場來解釋聖經中的觀念。（Bonhoeffer 1971:280）他的
道成肉身神學，批評了某些宗教觀念：它們試圖在人類

未能完全明白的方面，如疾病、死亡及其他不幸，為上

帝保留一塊不容染指的領地。他也同樣批評了「解圍之

神」（deus-ex-machina）的觀念，即一種每當人類把
事情搞砸就出場救援的臨時力量。受潘霍華的啟發，哈

威．考克斯（Harvey Cox）闡明了聖經敘事是如何為世俗
化做出貢獻的：創世記的故事就是在呼籲一種將世界與

上帝完全分開的、祛魅的歷史觀：造物並不具有神性，

但卻被上帝置於適當的位置；太陽和月亮是耶和華懸掛

在天上以釋放光明的造物。與之類似，出埃及的故事高

揚了一種脫去神聖外衣的政治觀，並且摒棄了在確立政

治合法性過程中所流行的君權神授理論。西奈之約和對

各種形象的禁止，乃是在批判我們敬拜各種人手所造之

物的企圖，包括將各種人類價值觀或意識形態絕對化的

企圖。（Cox 1965:25-37）因此，信仰的基本運動就是
將宗教領域拋在身後，完全進入世界之中，與它融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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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其目的不是要呆在某個「宗教」的領域，而是要變

革世界及其社會結構，使其能夠反映福音所宣導的價值

觀。仿佛水傾倒在地上，以灌溉植物一樣，這裡也是如

此：教堂可能是空的，但上帝使命的目的並非是要用信

徒來填充教會建築，而是要改造我們的社區，使窮人、

寡婦、寄居者和受壓迫者都能獲得正義與關照。

思考之二：我們能學到什麼

在上一節，我們解釋了為什麼許多基督徒—福音派基督

徒和靈性進步的基督徒—發現，西方基督教的衰退是

一個偽裝了的祝福。但是，這一巨大的社會變動也提供

了重要的教訓。當然，最為重要的教訓是提供給歐洲基

督徒的：他們要在一個沒有建制型基督教所提供的舒適

環境中生活；要適應邊緣生存；要重新發現長期被忽視

的基督教見證的基本內涵。在過去數十年中，西方的神

學家們表明，他們已經意識到了衰落，並且願意在不再

令人信服的傳統框架之外尋求表達基督教信仰的富有創

意的新形式。然而，只有當神學和教會實踐抵達社會底

層，神職人員和神學家們不再享有高額薪水和可靠的社

會保障之時，真正有意義的學習才會開始。因此我們可

以說，關鍵性的實踐尚未到來。

雖然我們不應將西方的基督教常規化路徑當成標準模

式，但西方基督教的衰退也為全世界的基督徒提供了

重要的實踐和屬靈教訓。第一個教訓就是其他地方的基

督徒可以從西方基督徒所經歷到的、那些促成衰落的

事件上領悟到：在基督教與壓迫勢力結盟的地方，在它

與體制太過親密的地方，在它佔據支配地位並將其價值

觀強加於社會的地方，它總是會迅速敗壞。全世界的基

督徒都會始終面臨一種根深蒂固的誘惑，就是要將他們

的信仰變成一種支配社會的宗教。我們從「管治神學」

（Dominion Theology）中就可看到這一點。它試圖將
「基督徒的」價值觀擴張至整個社會，將基督徒與非基

督徒一網打盡。這與伊斯蘭團體並沒有本質不同，他們

也將沙裡亞法強加於他們的部落、城市和國家。無論是

在美國、利比亞，抑或是印度北部或緬甸的少數民族團

體中，每當社區領袖和政客們稱呼他們的國家為「基督

教國家」時，就會出現同樣的支配現象。宣稱自己是一

個基督教國家從根本上就錯了。國家沒有信仰，有信仰

的是人民。

第二個教訓就是，上帝更有可能顯現於緘默中，而非聲

浪裡（王上19）；藏身於強大表像的反面（sub specie 
contrario），而非強大表像的裡面；臨在於破碎之中，而
非完美之中。許多基督徒渴望一個宏大、高效、強勢和

壯觀的教會，這直接反映出一種傳統的實力邏輯。對於

大多數國家中茁壯成長的教會和歐洲正在衰落的教會同

時構成挑戰的，就是要發現上帝悄然臨在於弱小的、脆

弱的和邊緣的群體中，臨在於籍著藝術、歌曲、人民運

動和解放運動、甚至流行的宗教形式所斷斷續續傳播的

福音中。

最後，當大多數國家的基督徒震驚於基督教在歐洲的衰

落，甚至恐慌於伊斯蘭教對歐洲的征服之時，我們依然

可以獲得一種屬靈的教訓：我們不需要對上帝過分擔

憂；不是我們要去拯救上帝，而是上帝要來拯救我們。

回顧一下基督教的漫長歷史，我們就會對基督教運動的

波瀾起伏和它釋放資訊的靈活性感到驚奇。作為基督教

群體，我們置身於同樣的死亡和復活的運動中。我們不

應該死抓住我們的教會，而應該準備好與基督同死同復

活。歐洲基督教運動特別清晰地表現出信仰的自然演化

軌跡：它深深地沉浸於社會的組織結構之中，以至於迷

失了自身的特性。但基督教正是要從這裡，從這種極端

的道成肉身中起死回生。或者，用施洗約翰的話就是：

「他必興旺，我必衰微。」（約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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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於遮打花園被捕。

 「無所謂」的「9號仔」

近年醉心九型人格理論
的何嘉明 ，人稱小明，甫見面就大

談九號仔。「我總愛

犧牲自己，縱使有時情
況並不需要我犧牲。」

小時候，學校去新開幕
的海洋公

園旅行，小明寧放棄，
留校等同校兩妹旅行回

來。「其實媽媽表示經
濟上是容

許我也一併去的。」但
是，嘉明就硬要讓母親

省下那筆錢，孤獨留校
。

父親由她一歲起已開始
吸毒，面對親友帶有歧

視的問題，年幼的幾姐
弟聽不太

明白之餘，也不懂如何
回應：「你們應該知道

如何追龍吧？」「讓我
來教教你

們如何洗澡！」她明言
一直以來，難免因家庭

背景感自卑，為了贏回
尊嚴，她

把自己當作男孩，希望
出人頭地。小明也一直

奮發圖強，期望讓家人
在親友前

抬得起頭來，所以她特
別努力讀書。在學校年

年當班長，名列前茅；
在教會，

小小年紀的她當上團長
，熱心事奉。「回想起

來，教會的人對我們很
好，彼此

尊重，從來沒有小看我
們。」

運運噩噩讀新聞

「我差不多年年考第一
。」小明淡淡地說。中

五時，她獲三優三良佳
績，透過

暫取生身份到中文大學
面試。本毫無大學學科

概念的她，隨意選擇社
會系，還

獲社會科學系取錄，面
臨真正選系的時刻，她

卻選了「談不上很喜歡
，但估計

應該不會沈悶的新聞系
。」入學後，小明不太

適應校園生活，心中也
惦念遠在

鴨脷洲的父母親，抽離
感很强，於是她把宿舍

「半轉租」給同學，自
己走讀。

讀了新聞系一年，卻在
中文系修了不少課，通

通與現代文學相關，而
由小思任

教的課大抵都讓她給修
盡了，人都差點就要轉

到中文系去了。

好不容易才安定下來，
適應了大學的校園生活

，父親因藏有一大包白
粉而被捕

了。正值大學四年級而
準備畢業的小明，為了

請律師，同時打四份散
工賺外快，不但到商台

任兼職記者，也到小學

代課等等，奔波勞碌地
「捱」了一年，可惜父

親仍然被判刑六年多。
「那一年我進出法庭、

醫院特別多，沒想到日

後做記者時，也是離不
開這些地方，直到我做

傳道人時，也常常故地
重遊。」

踩界標題之母

不一樣的童年激發嘉明
從小至大都努力讀書，

是師長眼中的「乖乖囡
」；然而，她本人也沒

想過能為「蘋果動新

聞」早年構思出「抵死
」、「踩界」和「少少

『鹹』」的標題。為了
吸睛和提高點擊率，「

熱褲女炒車凍親捽大

脾」甚或更「鹹」、更
低俗、更露骨的標題也

是出自她手。2008年，何嘉明出任「蘋果動
新聞」主管，深諳很多

年

輕人都不愛看新聞，而
相對文字，影像較為生

動，所以她和同事運用
新媒介，以新聞畫面和

動畫包裝新聞，帶給平

時對新聞不感興趣的年
輕人。小明更希望透過

動新聞，讓年輕人留意
本地，兩岸、甚至國際

新聞。動新聞在2009年

秋天問世後，算是獲得
空前成功。

《蘋果日報》動新聞點
擊率節節上升，當然接

受正宗新聞訓練，並在
主流新聞傳媒打滾的同

學同行，未必能接受一

本正經的小明，變成「
鹹濕」及「騎呢」的「

動女」。在「動新聞」
工作了兩三年後，她又

做了個特別的決定─

讀神學。看似風馬牛不
相及的抉擇，原來是為

了圓夢。1990年大學畢業後，小明曾在
浸會神學院兼讀基督教

研究，

但因為沐浴愛河而中途
輟學 ，故此一直感到對上主有所

虧欠。透過聯絡中大新
聞系師兄、崇基神學院

青蛙老師後，

—  何嘉明 (11 MACS, 14 MDiv)

何嘉明，1990年畢業
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

與傳播學系。先後在
商台、亞洲電

視、無綫《新聞透視
》及新聞部任記者、

九一一時於商台任新
聞部節目主持、

後轉戰編輯枱重返無
線電視新聞台，再轉

到當時尚未問世的《
蘋果動新聞》任

新聞主管。2011年到
本院兼讀基督教研究

文學碩士，中途轉修
全時間神道學

碩士課程，2014年畢
業後於基督教海面傳

道會禮拜堂任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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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到緬甸交流。

她報讀了崇基神學院的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課程。「任志强老師（電影與神學）和葉菁華老師（範式轉移和系統神
學）的課堂，令我深感神學之博大精深。」基督教研究課程只修了一年，她就毅然全職攻讀神道學碩士課程，後來
還結束「動女生涯」。共四年的神學旅程中，小明在教會歷史必修科中發現日光下確無新事，從厚厚的史科參考書
中，產生了無限共鳴和感悟。

 「義氣女」被捕
2014年神道學碩士剛畢業，大部分同學都投身牧職，何嘉明偏偏對牧會產生莫名的恐懼。「我本想先休息一會，重
整生命再往前行。」反而小明媽媽看不過眼，擔心她變「廢中」，急急到處為她張羅，打聽有關傳道人的空缺，令
她哭笑不得。結果，她在母親的「穿針引線」下，既無奈，又服從地前往面試，結果重返成長地鴨脷洲服侍，先在
基督教海面傳道會實習半年後正式轉任傳道。
誰料，上班一個月，她就在中環遮打道被捕。2014年，「七一」遊行集會後，大批示威者通宵留守遮打道。7月2日
半夜，警方開始採取行動抬走留守的民眾。警方的清場行動從凌晨開始，一直持續到天亮。警方在遮打道的清場行
動中共拘捕了511人，當中一位就是何嘉明。「那天，我本來是在周邊抗議，但有個神學同學在遮打道坐下，拒絕
離開，我見警方準備清場，很擔心他，心想：『怎可以遺下他呢！』所以我就 ......慶肯大部分人（包括我和同學）
都沒有被起訴。」

Go Wild

何嘉明自言是個容易瘋狂上癮的人，無論對於愛情或對於咖啡，一旦喜歡上，她都幾乎全程投入，不能自拔。近
年，她瘋狂地愛上了繪本，化身為 “Miss Ming”，不但對孩童說生命繪本故事，更把繪本和講道結合，把信息帶
給成人和小朋友。「《野獸國》是上繪本導師課時接觸的一本經典繪本，內容是跟母親鬥氣被罰的小孩，在睡房天
馬行空想像出一場大冒險，遇上荒島上許多奇珍異獸，一起瘋狂遊玩的經歷，很Wild。我想無論小孩或大人都會有
幻想Go wild的一刻，或擁有曾經Go wild 的經歷吧。」究竟被大人懲罰了而魂遊太虛的小孩，跟在曠野的主耶穌有
何關係？有機會真要聽聽Miss Ming的繪本課堂。
2020年她也來個Go wild，毅然離開服侍五年的堂會，一個新開始又在面前了……

訪問、整理：李廣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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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教牧事工部主辦，《時代論壇》、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協辦的第十三屆週年牧養研討會 2019 於 10月 15日在五旬節
聖潔會永光堂圓滿舉行，主題為「教會公關與公義」。約 180人參與。

利嘉敏教授主講

研討會由邢福增院長致歡迎辭，參加者一同唱詩、讀經和祈禱（由香港教會更新運動副總幹事梁國全傳道帶領）後，由

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利嘉敏教授揭開序幕，她的講題為「公關公義」，除了闡明教會丶公義和公關

三者之間的關係，更以近期中外案例說明，要在公關災難時面向公眾。在「變種危機」和「數碼生活」的世代，要以「公

義」作為首要的價值軸心，運用「公關」思維和方

法達到完美拆彈的效果。其後，由香港教會更新運

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及本院副院長關瑞文教授分別

從教牧角度及實踐神學角度回應。小休後，由王家

輝牧師主持答問及公開討論。

論壇：公義原則 vs教會的公共形象

下午，論壇環節開始，由葉漢浩教授主持，題為「公

義原則 vs教會的公共形象」。 分享嘉賓為香港循
道衞理聯合教會退休牧師袁天佑牧師、中華基督教

會牧師陳淑儀牧師、專欄作家鄧偉棕律師、獨立媒

體《誌》記者王紀堯小姐。嘉賓分享，台上台下的

參加者就講題作出交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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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講員：邢福增教授
主席：王家輝牧師
司琴：蕭藹琦同學

2019至2020年度，九月份開學後的首次「週一加油站」於昨天（9月23日）舉行，約40
位教牧同工出席。 參加者在助理校牧邵倩文姑娘的帶領下，一同在聖堂進行呼吸練習及
放鬆身體活動，之後沿本院默想徑進行平靜心行，一同默想上主。

崇拜由王家輝牧師擔任主席，在本院聖堂舉行。三位校友陳菀琪姊妹（19 MDiv）、 
彭詩意宣教師（19 MDiv）及吳翠嫻宣教師（19 MDiv）負責朗讀經課三段經文，之後由
邢福增院長證道。

邢院長以「那美好的仗，真的能打嗎？」為題分享信息。院長指出保羅以「打美好的

仗」來勉勵基督徒，人生如打仗，不管你是否喜歡都在打仗。大家在人生不同階段有着

不同目標，同時也會面對各種困難與挑戰。能否迎向挑戰，或是在挫敗後再次勇敢上

路，都是人生的真實寫照。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像保羅所言，去打一場美好的仗？院長

指出有時人因自我迷失與面對外在艱難環境而帶來的重擔，結果無法堅持。他勉勵大家

堅持信仰的價值，不被物質及財富所吸引，並持守召命，莫忘初衷，堅持走下去，打一

場美好的仗。美好的仗，是仰望着那終極的勝利，在各種的疑惑、考驗、絕望、淚水或

憂傷之中，都堅持不放棄。

2019年
9 月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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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師生營會
一連三日（8月28日至8月30日）的神學院師生營會和迎新
日（9月1日）於本院舉行。甫入營會，破冰遊戲就幫助大
家互相認識。翌日早上，本院助理校牧邵倩文姑娘，和大

家進行靈修默想，再分組進行專題討論。下午，文化及宗

教研究系系主任譚偉倫教授探營及歡迎新生，部分專任

老師和兼任老師作自我介紹。黃昏時，同學們一同敬拜上

主！最後一天，閉營禮由王家輝牧師主持，院長邢福增教

授證道。

為協助新同學認識及適應學習，本院於舉辦迎新日，先由邢福增院長向同學介紹本院精神及辦學理念，再由

副院長（研究及出版）葉菁華教授講解學術誠信。

午餐時學生會與同學分享校園點滴，下午分別由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及聯合書院胡忠多媒體圖書館主任馬輝

洪先生分享中大圖書館資源及使用心得；本院李均熊博士則向新生講解「剽竊」的概念；另有香港基督教協

進會生態關懷及性別公義事工幹事曹曉彤女士介紹性騷擾及其預防及處理方法。

逾40位新同學出席。

迎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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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活動簡報



本學年開學崇拜於9月5日在本院聖堂舉行，由校牧
王家輝牧師主禮。崇基學院院長方永平教授、崇基

學院署理校牧劉國偉先生、本院師生、新生牧者及

親友約230人出席。陳南芬教授祈禱後，由文化及
宗教研究系系主任譚偉倫教授、學生會主席黃宇軒

同學和本院任卓賢博士分朗恭讀三段經文。

是年崇拜講員由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神學牧職部

主席、望覺協和堂主任牧師梁遠耀牧師擔任，講題

為「三個埋葬的故事」。梁牧師透過在多年牧會的

經歷中，分享曾經處理過的三個較為印象深刻的喪

禮，藉創世記23:1-6，使徒行傳5:1-11及馬太福音
27:1-10三段經文串連作反省，提醒神學生，牧養
工作往往在不能預計的情況下，與人同行，投入生

命，須以信心和勇氣回應新學期的未知境地。

講道完結後，副院長關瑞文教授介紹各課程新生，

並由黃慧賢教授為新生祈禱。院長邢福增教授作報

告。邢教授介紹新老師和同工後，最後由伍渭文牧

師差遣和祝福。

簡單聚餐後，隨即舉行新生牧者／親友分享會。

（詳情可參《2018-2019燃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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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及詳情

 

https: 
//bit.ly/2sk04zt

BS508 四福音中的比喻（30課時）

科目簡介：四福音記載了不少耶穌的比喻，耶穌不但用比喻講故事，更藉此教導羣眾深奧的道理。 
　　　　　所以對比喻有正確的理解，能更明白主的教導，從而對靈命成長及事奉有更大的裨益。

講師：王淑君博士 
　　　（達拉斯神學院哲學博士）

　　　潘正行牧師 
　　　（香港聖公會聖保羅堂－助理聖品，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碩士）

上課日期：2019年11月27日至2020年2月19日 
　　　　　（逢星期三，2019年12月25日及2020年1月1日除外）

上課時間：晚上7時至10時

上課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九龍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4樓

旁聽費用：HK$1,800（本院全日制或兼讀制課程之學生或校友，均可獲六折優惠）

SP203人生規劃與靈修實踐（30課時）

科目簡介：本課程旨在協助學生學習通過一個簡單而有效的靈修操練，反省生命的意義及人生方向。 
　　　　　有興趣的學生會從知識和實踐中，尋找到意義與啟發。

講師：黎天姿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博士；安格里亞魯斯金大學專業實踐神學博士）

上課日期：2019年12月2日至2020年2月24日 
　　　　　（逢星期一，2019年12月23、30日及2020年1月27日除外）

上課時間：晚上7時至10時

上課地點：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九龍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4樓

旁聽費用：HK$1,800（本院全日制或兼讀制課程之學生或校友，均可獲六折優惠）

課程全年招生，歡迎報名旁聽﹗
查詢：3943 6711 / diploma@cuhk.edu.hk

基督教
思想及實踐

文憑／證書課程

近期科目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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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進入崇基神學院學習多年，於不同的神學領域上也有一定的理解，然而越是

了解得多，便更會反思到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將所學的應用在事奉上。因着這

疑惑，神學院為我們提供多元化的實習機會，讓我們參與不同的教會或機構事

奉工作，讓同學嘗試實踐所學於事奉當中。

今年暑期我選擇了跟隨林國璋牧師學習參與向露宿者佈道的工作，實習中有機

會到通州街公園關懷露宿者，照顧他們的身體和心靈，向這群被社會忽視者分

享上主的愛與憐憫。

實習前，許多老師、同學和朋友得知我選擇於露宿者群體實習時也不禁會問：神學院有這麼多實習機構讓同學

選擇，為何要向難度挑戰，參與如此艱鉅的工作呢？我確信選擇這實習是為了達成自己重視的兩個目標。首

先，我希望藉着這個艱鉅的任務證明自己有能力參與全職事奉，對我這個肢體有障礙的人來說履任全職事奉工

作是一件甚為艱難的事，一方面可能因身體限制不能達成工作，二來也擔心自己的身體質素難以承擔繁重的作

業，這些懷疑令我在尋求自己將來工作方向上感到困惑，於是我希望藉着這艱鉅的工作嘗試自己能否擔當全職

事奉，建立自己在全職工作上的信心。另一方面，在五年的神學學習中，我理解到不同的學科都一貫地指向着

照顧弱勢群體對基督教的重要性，就好像聖經路加福音4:18所記載耶穌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膏立我
去向貧窮的人傳福音，他差派我去宣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讓受欺壓的得自由」，從此讓我感受

到耶穌愛弱勢群體，教會也應該愛弱勢群體，但在我的信仰生活卻無機會接觸這些服侍機會，因此我希望藉著

神學院給我的實習機會參與露宿者宣教和牧養事奉，經歷上主對弱勢群體的愛和憐憫。上述兩個目的推動着我

勇敢面對實際面對的挑戰，令我努力實習。

回想起第一次進入通州街公園探訪露宿者，看見他們的面貌和生活處境讓我感到傷感莫名，眼看見露宿者衣衫

襤褸，睡在公園冰冷的地上，苦苦等待着義工伸出援手，為的只求得到一餐溫飽，卻要放下尊嚴乞求別人的施

捨。這畫面對我這個未嘗過三餐不繼的人帶來很大衝擊，我往往認為作為人的尊嚴是人生很重要的東西，但因

為了生存便要將他放低，我不能想像今天香港還有如此情況。更甚的是，事情比我想像的更差，實習中期我親

眼看見公園保安暴力對待露宿者，將露宿者的手杖和水樽踢走，並且粗言辱罵這位行動不便的街友，這行為讓

我感到十分悲傷和憤怒。禱告中我不斷求問上主，究竟身為基督徒有什麼可以保障到他們的安全和維護其尊嚴

呢？看着露宿者殘弱的身影，上主彷彿令我想起「好撒瑪利亞人」比喻中被搶劫導致差點死去的猶太人與那位

幫助他的好撒瑪利亞人，儘管大好人不能改變事實，讓受傷的猶太人避過一劫，但他可以為這個不幸的傷者提

供幫助，為他急救，安置他在安全的旅館，所做的雖然微小，卻是對傷者的切身幫助。套

用在今天面對的情況，雖然我無辦法改變露宿者的處境，但我卻可以給他們切

身的幫助，使其感受到上主的恩典，或許這就是基督徒所能為他們做的事。

經過許多的開心、不開心，短暫的兩個月實習便完結了，我證明到自己有能力

參與全職事奉，也深深體會到上主對弱勢群體的愛和憐憫，但實習為我帶來的不

單止這些。實習讓我認識到活生生的人，不論是有心的義工如文仔、阿基、阿昌

等等，還是居住在不同地方的露宿者朋友，好像是：財叔、海哥、勇哥等等，他

們豐富了我對弱勢社群的看法，也讓我反思到上主的愛超越了人生的不同光景。

還記得林牧師曾說橋底總是有一種力量讓我們不願意離開，

這使他原本四十天的大齋期

露宿者探訪變成已經實

行七年半的「守護兄弟

事工」。我也贊同這句

話，因為直到今天我仍

然被這橋底吸引着，推動

着我繼續照顧那裏的露宿

者。

守護兄弟事工� 譚永亨（M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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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來機構之前，我已經聽過「回聲谷」，是一間服侍傷殘人士的福音機

構；林路德先生是創會會長，因他也是傷殘人士，特別推動教會關注傷殘

人士福音事工。

今年暑期，我選擇在「回聲谷」實習，兩個月已過，給我最深印象就是香

港的交通很便利。剛到機構的時候，什麼都不會做，就是跟着廖姑娘一起

跑團契，從油塘到香港仔，再到柴灣，回到旺角，每天都參加不同的團契

及聚會。記得有一次從旺角去香港仔，那天天氣特別熱，上公共交通工具

的時候，我的衣服全濕的，當我在香港仔下車時，衣服已經全乾了，這是

我第一次見識香港的距離和冷氣。

剛開始實習時，我以為在如此高強度奔走下，對於肢體也是殘障的我來說

是不可能完成的實習，感謝神的恩典！學校有復康巴士預備，乘港鐵有人

讓座，公交有人讓位，市民讓位能減輕我走路的壓力。

    實習給我的學習，我認為服侍最大的祝福，不是帶給別人多麽驚人的改
變，而是對自己，在這裡，讓我感覺香港慢活的一面，我看到一張張帶着

歡笑的臉龐，聽到一個個簡單的故事，雖然各人不一樣，居住不同：有住

院舍的，有家庭照顧的，但不管怎樣，都讓我看到傷殘人士完美的一面，

反觀自己，原來最不完美的是我。我總是活在自卑與恐懼中，覺得自己與

別人不同，其實所有的人都相同，都是天父美好的創造。

在這裡，我漸漸地打開自己與人溝通，從開始與熱情地、熟悉地到慢慢地

與陌生地、語言能力比較差的人。剛開始的時候，因為性格，也由於語

言，自己不知道怎樣與會友溝通，所以每到一處都是拿著手機坐在一旁

玩。隨着實習結束，雖然我不能叫出每個會友的名字，但我已認出了每個

人。時間飛逝，曾經以為兩個月很長，走過來，才發現實習時間很短。願

這段美好的記憶能夠留在我的生命中，記住「回聲谷」每個人的故事都成

為激勵我向前走的見證。

旅途中聽故事� 黃阿哨（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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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我城哀歌，時代福音》

作者：邢福增

出版：德慧文化

售價：＄138

出版日期：2019年10月

教會內外充滿張力、情緒，信徒的回應就只有「祈禱手」符號嗎？在無能無力的時刻，信

徒可以唱怎樣的哀歌？在此時此地的香港社會和教會，信徒見證了怎樣的福音？從佔領運

動發展至今，基督教信仰又能否承載種種掙扎與生活經驗？本書結集邢福增教授自2015年
底2019年9月撰寫或改寫的講章，以情緒起伏為框架，見證上主如何帶領講者在多變、複
雜的社會實況中，反省信仰、宣講聖道；並與信徒和香港社會同行「憂患」、「信靠」、

「堅守」、「盼望」的歷程，迎向實存挑戰。

書名： From Conflict to Communion- My Days of Service in the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作者： PO Kam-cheong

出版：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 CUHK

售價： $120

出版日期：2019年10月

Rev. PO Kam-cheong, Associat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former General Secretary of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and former pastor in Charge of Shing Kwong Church, Chuen Yuen Church and Kei Wan 
Church. The book is about his days of service in the Hong Kong Christian Council. 

新書推介

顧邁教授（Prof. Thomas Groome）到訪本院
10月 16日，波士頓學院神學及宗教教育顧邁教授到訪本院，在
信義宗神學院胡玉藩牧師、本院院長邢福增教授、華人基督教宗
教教育促進會主席陳衍昌牧師、本院優質生命教育中心鄭漢文博
士的陪同下參觀聖堂。

顧教授會於 10月 18日至 19日出席「成立 30周年紀念學術研討
會」任主題講員，講題為：「主為遠象：基督教教育的永恆召喚」。
研討會由華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主辦，天主教宗教及道德教
育課程發展中心、香港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香港聖公會諸聖座
堂、信義宗神學院、教會更新運動和本院優質生命教育中心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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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邢福增教授於8至10月期間，多次應邀到本港不同宗派及堂會主講關於中國宗教政策及香港政教關係的專題講題。

2. 9月23日，應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邀請，於同工會中主講中國新宗教政策專題。9月23至24日晚上，任宣道會香港區
聯會主辦「2019教牧營」靈培會講員，主題是「逆流教牧，堅守主道」。10月10日，任九龍五旬節聯會聯堂退修
會講員。

3. 9月1日，應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廣源堂邀請，任8周年堂慶感恩崇拜講員。10月20日，應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邀請，
任121周年堂慶感恩崇拜講員。

4. 10月28日至29日，應台灣長榮大學神學院邀請，主講兩個專題講座及大禮拜信息。

葉菁華教授
1. 葉菁華教授於2019年８月26日至2020年5月13日期間放安息年假。上學期赴台灣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任訪問學者
（至11月中），下學期赴英國劍橋市Wesley House任訪問學者。

2. 葉菁華教授於2019年11月22至26日赴美國出席美國宗教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於Chinese 
Christianities Seminar其中一節回應三篇論文。

龔立人教授
1. 8月31日至9月1日，龔立人教授應邀到大阪關西Kwansei Gakuin University，發表有關「記憶與宗教：天安門事件的
個案研究」文章。

2. 9月23至26日，龔教授到德國Bamberg University，發表有關「六四燭光晚會作為危險及救贖的記憶─禮儀神學的

釋經」的文章。9月28日，龔教授到美國紐約大學任講員，主題有關於民主運動與教會。

3. 10月12日至13日，龔教授到東京任講員，主題有關帝國的影響及使命的回應。10月17日至19日，龔教授到紐
約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任主題講員，講座內容關於政治神學的將來。10月22日，龔教授獲邀到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主講講座“A secular/theological messianic exegesis of the anti-extradition bill in Hong Kong.”

白德培教授
1. 8月19日至23日，白德培教授與巴色大學及使命21，於本院組織一個全球暑期班「全球基督教的趨勢」，他就中國
基督教歷史和基督教信仰在中國的處境化發表了兩份論文。

2. 10月3日至5日，白德培教授出席菲律賓社會學學會在棉蘭老中央大學舉行的會議，他發表論文“The Room is Small 
but the Heart is Big: Religious Citizenship in Philippine Prison Communities”。

3. 11月3日至6日，首爾西江大學邀請他出席工作坊會議，主題為“Modern Religious Movements in East Asia”，他發
表論文“Emerging Trends of Christianity in Greater China.”。

王曉靜博士
1. 10月11日至14日，王博士應中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應邀出席「回顧與展望：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三十年」國際
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More Christian, More Chinese, and More Efficient’: Herman C. E. Liu and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 (1928-1938)”。

2. 11月15日至17日，她應邀到中國杭州參加「基督教信仰與農業」工作坊。

任卓賢博士
1. 任卓賢博士的博士論文於8月26日出版，詳細資料如下：Trinity and Grace in Augustine: An Analysis of De trinitate 

8-10 in Light of De spiritu et littera. Augustinus — Werk und Wirkung, Volume 10 (Schöningh / Brill, 2019), 
XXXII+731pages, ISBN 978-3-506-70409-2〈https://brill.com/view/title/54279〉

2. 任博士於8月19至24日出席會議 XVI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tristic Studies, Oxford，並發表論文”Basil on 
the Souls.”

任志強博士
1. 8月23日，在Mission 21及巴色會於本院舉辦的Global Summer Institute發表報告，題為“Sing Hallelujah in Face of 

the Force: Religion, Media and Society in Hong Kong”。

2. 10月10日，任博士於中國宣道神學院作早會專題分享，題為「對社會議題作批判分析」。10月15日，他於平安福
音堂全體同工會作專題分享，題為：「暴力衝突與和平想像」。

院長行蹤

老師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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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少卿同學和劉永楓先生的兒子劉深佑於2019年9月5日在台北台大醫院出生。願上主祝福小朋友，快樂和健康地
成長。

2. 彭瀅（14 MACS）與梁若天先生，在9月14日於美國田納西州（Tennessee）的諾克斯維爾（Knoxville）的First 
Baptist Church of Powell舉行婚禮。

3. 10月26日，中華基督教會於該會公理堂舉行2019年按立牧師暨差遣宣教師感恩崇拜，按立馮天聰宣教師（04 BD）
和劉文祖宣教師（05 MDiv）為牧師及差遣葉漢輝（19 MTheol）為宣教師。

4. 10月27日，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舉行牧師按立典禮。林肇楓宣教師（17 MDiv）及郭志榮宣教師（15 MACS； 
18 MDiv）獲按立為牧師。願主祝福及保守。

5. 黎祉謙（16 MDiv）與卓基蓮 Caitlin Lai（2015-16 交流生）已於2019年5月24日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North 
Carolina）行禮，並會於12月28日於神學院新聖堂行祝福禮。黎祉謙現於Drew University就讀博士學位，專研宗教
及社會，並在紐約市的聖公會紐約救主堂（Episcopal Church of Our Savior）事奉。

願上主保守各人。

1. 許勵君（11BD）女士父親許華先生於2019年9月9日主懷安息，享年80歲。安息禮拜於9月26日在紅磡萬國殯儀館
舉行。

2. 趙秀娟（13 MDiv）父親趙友丙先生於9月28日離世，享年88歲。其安息禮拜於10月18日在寰宇殯儀館舉行，翌日
火化。

3. 岑白堅牧師（69 BTheol）10月9日於美國亞拉米丁（Alameda）家中主懷安息。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

恭　　賀

哀　　悼

HK$
支出		 '000
教職員薪津 11,027
訪問學人 507
傢俬及器材 55

行政費用：

　廣告╱招生活動 181
　聯誼費 15
　海外旅費╱會議專款 38
　郵電費 132
　印刷及文具 186
　學生活動 77
　神學日 64
　非中大學位學生學費—中大行政服務 488
　雜項 75
　教室及辦公室維修保養 136

2017–2018年度不敷 3,735

   16,716

不敷  (4,242)

	 	 	 HK$
 收入	 '000
	 崇基校董會龐萬倫基金 2,029
 崇基校董會專款 
 （包括支持教會） 3,543
 捐款：
　  校友 194
  香港崇真會 271
　  海外教會 12
　  個別堂會 811
　  個人奉獻 381
 非中大學位學生學費 2,726
 行政服務 465
 其他 42
 神學儲備基金補貼 2,000

   1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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