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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漢浩
本院助理教授

與痛相關的經文

「針唔拮到肉唔知痛」這句由小時已知曉的諺語卻是真的到了有針扎的經歷

才開始明白、體會和思考自己與痛的距離。在過去三個多月，因着腳底筋膜

發炎而上了一課不一樣的屬靈課程。說三個月不太準確，其實過去大半年，

先因為背痛而進行多次針灸，到近期三個月才被腳痛困擾。說到痛，好像都

很熟悉的概念，但當你遇到「他」時，你卻又會發覺痛是這般陌生。在這時

代的香港，我們身邊有很多身體健壯，心靈卻是有着不同原因帶來的痛苦的

人。這文章是這段經歷的反思，不是釋經文章。

作為一個聖經科老師，去思考痛當然是回到聖經中尋找答案，但初步的探索

是令人失望的。因為聖經中對痛的描述是極少的，有的大都可以分為兩類，

但同樣是被抽象化了，第一個常用的字是 πάθημα，英文時譯作 “suffering”，
時譯作 “pain”，主是用作比喻末後的日子或由罪帶來的後果，像羅 7:5； 
羅 8:18；加 5:24等。另一類是使用 λύπη，英文譯出來是 ”pain”，“sorrow”
或”grief”，而和合本修定版大部份譯作憂愁（路22:45；約16:20-22；羅9:2），
但什麼是憂愁？什麼是痛苦？苦是怎樣的呢？新約聖經似乎沒有仔細提及。

最具體的一段，可能是路 22:44節所描述耶穌如何在客西馬尼園的祈禱： 
「耶穌非常痛苦焦慮，禱告更加懇切，汗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福音書中的人物有提及病患的如約 5:1-10記載的，在畢士大池等待了 38年
的病人，聖經只記載了其他同樣在這裏等待的病人，卻沒有提及這長久等待

的病人是什麼病，有什麼痛。同樣，在其中一段在三卷符類福音都有記載的

血漏婦人故事中（路 8:43-48；太 9:18-26及可 5:21-43），只記載了她患了
血漏 12年，但沒有記載這 12年為她帶來的具體痛苦。雖然聖經分別記載了
這兩位分別已經氣餒與僅存一線希望的長期病患者如何得到醫治，但對正在

痛苦當中的人而言，能痊癒當然是好，但如何走過這痛苦之路也同樣重要。

以下是我過去三個月由肉身的痛苦所帶來的一些反思，讓同樣活在痛症折磨

下的人，知道有人與你同行。

我們與痛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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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的不同階段

今次的痛症是由 7月一次不算特別激烈的羽毛球
活動開始的。當時正值暑假，約了一位久未碰面的

前港大隊友切磋。雖不算是什麼比賽，作為過氣的

港隊青年軍，近來又有中度體能訓練，能與前隊友

重逢總會比平時友誼波時用多一點勁，跳多一點，

又會嘗試展示一下自己「寶刀未銹」。如是者打了

個多小時的羽毛球，過程中沒有特別拉傷的感覺。

直至第二天的早上起床，落床時發現腳底有不尋

常的痛。這種突如其來的痛，在開始時未有影響

我的日常，心想只要休息幾日應該會無事，但事

與願違。這痛沒有因為我停止運動而減退，相反，

每天起床的痛感愈來愈嚴重，痛的時間也愈來愈

長，慢慢開始影響日常，更重要是開始影響情緒。

第一個階段是未能接受。記得過了大概兩三個星

期左右，開始意識到要求醫，但心裏是萬分的不

情願與無奈，心想，自己只是打了一天羽毛球，

怎會有如此大的影響，仍是期望會很快痊愈的心

態。記得每次對醫生描述情況時都會加一句： 
「我估打一次羽毛球應該不會很嚴重吧﹗」這個

當然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第二個階段是進入亂及煩躁的階段，眼見痛症沒

有因為消炎藥膏等而好轉，心裏開始不安和煩燥，

開始在網絡尋找各種解決方法，在面書 (Facebook)
分享了腳痛情況後亦收到大量愛心良方，在不安躁

動的驅使下，差不多把得到良方都用盡了：買了最

能「防震」的鞋子，用了腳底按摩棒，拉了筋骨，

也買了一個多功能的腳底拉筋器，幾乎你想得出

來的法子都用了。可惜，到了快開學時，情況仍

沒有好轉，結果都是要再尋找物理治療的幫助。

第三個階段是最危險的階段，我感受到跌入情緒低

谷的危機。抱住很大的期望到相熟的物理治療師求

醫，內心期望聽到「很快好」，「很小事」等的診

斷結果。朋友是很有經驗的物理治療師，同時也會

幫人針灸，因背痛多月的緣故，已針灸了 10多次，
所以已沒有太大恐懼。在開始針灸的頭兩次確實有

點好轉，可惜到了第三次針時，突然帶來無比刺

痛感，當場亦有大聲呼叫出來（現在回顧時也好

像有點痛感），之後的一星期，這刺痛感愈來愈

明顯，一些原本有助放鬆筋膜的動作也開始做不

到，以致一些彎低身的動作也會帶來類似的刺痛

感，試過在餐廳跌了一張 20元紙幣，也無法彎腰， 
要找人幫忙，相當尷尬又難受。

這種痛感不單發生在肉體上，失望的感覺也開始

在心內蔓延。首先是恐懼的突襲，恐懼源自失去

盼望，當我以為可以很快解決的問題，當我以為

這是十分可信的方法，卻最後為我帶來無邊痛楚，

我突然感到不知所措，這「痛」是否會伴隨我一

生？我是否可以痊愈？是否要進行手術？是否骨

刺？是否傷及了神經線？若要進行手術，會影響

自己多長時間？會否影響下半年外訪計劃？

加上，痛楚持續，令人心情可謂跌至谷底。可惜，

低處未算低，為我帶來最大困擾的不是痛本身，

而是痛苦的記憶。因為某些動作會帶來「痛苦」

記憶，日常行動不單被痛所影響，更被這種記憶

所限制。因為這種記憶，腳的伸展更是被這種痛

的記憶所限制，走路也開始受影響，也因為某些

肌肉長期不動，站立久時更開始有無力的感覺，

平路時也要用行山杖幫助。因為日常動作要避免

帶來痛楚，一些肌肉也因為過度使用而開始痛楚。

這樣的痛症循環開始帶來對情緒的影響，直至有一

次，當家人提出一些要求，我視之為不夠體諒時，

立刻引來情緒的發洩。那一刻，我知道不可讓這

情況持續，要正面處理這「痛」。

與痛同行

面對痛症，首先可能要處理的是當我意識到由肉

體的痛，帶來痛的記憶會引致情緒低落的循環。 
我知道要正面迎接這痛。第一步：祈禱自己可以有

力作平時可以作的事，這個祈禱是一種俯伏式的

祈禱；因為面對完全無能為力的處境，心中只是

很直接的把心裏的困擾及期望告訴上主；第二步：

我開始游泳，不期望游泳能醫治我的痛症，而是

因為運動可以帶來正面的情緒，同時也可幫助肌

肉的伸展；這種正面情緒是極重要也是很好的開

始。有了正面的情緒及重新運動的感覺，我開始

有勇氣去感受那些痛。第三步：我嘗試放下拐杖， 
慢慢的步行，感受身體每一個關節，若是可接受

的，便繼續慢行；同時，也嘗試伸展一些因痛楚

記憶而自動鎖緊了的關節。當我開始再次去感受 
「痛楚」時，發現它並不是記憶中那麼可怕，是可

以承擔的，並非與記憶中完全一樣。這一步，是我

踏出了正面面對痛楚並展開復康旅程的重要一步。

有了這一個面對痛的能力，我開始鼓起勇氣行走，

同時進一步加強了我復康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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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要復康，最重要的是尋找根源。面對是

次痛症，我有兩個發現：其一是痛點不是痛源。

我的痛症，痛點是腳板，開始時會把注意力集中

在腳板上，但不同的治療師都給我意見就是問題

不是來自腳板，而是全身其他肌肉的繃緊。原來

身體的肌肉同樣會有「情緒」當他過勞時是會罷

工的，不願開工（放鬆），結果每次過度的運動，

不單沒有帶來健康，而是增加其他肌肉的負荷。

（以上只是個人對身體的反思，不是專業的意見）

其二是，運動是要 “fit to run”，而不是“run to 

fit”。不論身體或心靈也是，在操練或操勞的同時，

要留意自己身體是否足夠健康以進行操練。

第五步：在體能上，要留意自己的狀態，包括： 

整體肌肉的力量及平日訓練是否足夠，不要突然興

之所致就作出對身體很大需求的運動。今次看似突

如其來的痛症，其實只是反映了去年那較瘋狂的

挑戰─在身心極忙的情況下挑戰跑50公里籌款。

這一點也提醒自己心靈上要學習 “fit to run”， 

不要單單付出及無限量肩擔不同的壓力。我想， 

在這時代，大家也要學習對己對人有多點體諒， 

因為最近經過兩次十號風球，大家的心靈都有不

同程度的過勞與傷痕，若未能意識及正面回應， 

很容易被小小事件引致心靈的痛症；而之前針灸帶

來的痛楚使我猶有餘悸，經朋友介紹找了一所另

類物理治療的方法：主要不是針對痛處，而是處

理之前提及全身因過勞而繃緊的肌肉，再強化較

弱的肌肉，學習正確的呼吸、站立與行路的資勢。

我從來沒有想過呼吸也是我痛症的來源，但經治療

師解釋後，明白若我胸骨的肌肉過份緊，每一下的

呼吸都會對其他部份帶來更大的壓力，久而久之也

成了痛症的其中一個源頭。我們的確很容易忽略像

呼吸及行路這些每天都影響緊我們的動作，或是

一些心態同樣也是每時每刻影響緊我們的心靈的，

以致我們心靈與肉體都累積了不少壓力，當遇到

突如其來的事情時，便會引發比想像更大的反應。

痛的反思

在這看似個人的經歷中，讓我知道兩點，第一： 

從禱告而來的力量。禱告是我把個人最深處的軟

弱告訴神，而從中得來啟動力量，這是一種很個

人的屬靈經歷，是不能複製的，必須自己親自經

歷的。回想路 22:45 節，當耶穌禱告完之後見

到們徒睡着了，就問他們為何不禱告。一些人錯

誤以為門徒在偷懶，事實上不是。因為一方面， 

其實他們是「在約有一塊石頭扔出去那麼遠」的距

離（22:41），他們應該感受到耶穌的痛苦。另外，
在 45節，其實聖經形容門徒因為「憂愁」所以睡
着了。而這憂愁正是同樣可解作痛苦的 λύπη。耶
穌不是指責他們為何偷懶，而是不以禱告來面對

這「憂愁／痛苦」。

另一份力量是來自那位能指出我痛源又給予莫大

信心的治療師，這治療師與別的不同，他先詳細

了解了我的日常習慣與歷史等，再給予很客製

化的個人的治療建議。他給予的明白與對康復的

信心彷彿已帶來很正面的治療作用。回想聖經中

為何沒有仔細描述痛症？是聖經離地嗎？我想不

是，聖經的本質不是實用手冊，而是把生命的道

指給我們看的聖言。聖經中提及，有不同痛症的

人來到耶穌面前都會得到痊愈，我仍深信這應許， 
只是我們都有不同的痛源與需要，有些甚至我們

自己也不知，而在過程中才會慢慢浮現。我們必

須踏上這信心之路。

痛是很個人的經歷，或許根本沒有一個範本，在過

程中有很多人講述很多他們得醫治的故事，也從中

給我很多提醒。但即使痛點是一樣，但痛源不同，

情況也可以大相逕庭的。對我而言，意見也是不能

照單全收的。正因為每一個痛症都是獨特，沒有方

程式的解決方法，對基督徒而言，便成了一種回應

使命的靈性。不論是身體或現時處境下很多人都

有心靈上的痛症，我們不要輕易以方程式的思考，

例如：某名人也是這樣做，所以你也要這樣做。 
這種思維正正是忽略了分辨痛點與痛源兩點可能

是不同的；看見很多人離開香港，有些朋友很快

就搬出潘霍華的作為並以此為指標。我想，從我

個人痛症的經歷中，神是呼召我們進入去嘗試明

白及看見每一個痛症的獨特處，了解他們的痛源。

沒有了解痛源的建議，很多時都帶來更大的傷害。

也許，聖經中對痛症沒有仔細的描述，其實也就

是對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召命，要進入別人的生

命成為他們的同行者，而不是在保持一段距離外，

作樣板的教導。想到這裏，我想起以往常常服侍低

收入家庭或街上的清潔工，他們也受着不同痛症

的困擾，盼望我這次經歷能否成為他們的幫助呢？

求主使用。

3

03 主題文章



梁金華牧師證道：成為激進的門徒

本院於 2021–2022 年度開學崇拜
中，邀請了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副總

牧、神學校董會校董梁金華牧師證

道。證道時，梁牧師分享了事奉的

小故事。多年前，梁牧師曾於一次

營會中，有青少年人對他表示不滿，

被他「爆」（指責）了近一小時，當

晚難以入睡，牧師也學習放下自己，

認真反省；今天，那青少年人已成家

立室，牧者更為他們夫妻二人作婚姻

輔導。他以門徒果斷放下一切跟隨耶

穌的事蹟來勉勵同學，或許有時我們

未能夠明白上主的整個計劃，但因着

耶穌的呼召，我們仍能學習門徒放下

自己，包括：身份、地位、錢財等，

果斷地背十架跟隨耶穌以作回應。

近 160人參與「面對面」開學崇拜

9月 9日，本院舉行自疫情以來， 
首次舉行「面對面」開學崇拜。離

開冰冷的屏幕，參加者似是「久別

重逢」，非常雀躍，於聚會開始前，

紛紛打躬作揖，以新方式代替握手

來互相問安。

近 160位嘉賓、師生、牧者和新生
參與，包括：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副

總牧和神學校董會校董梁金華牧師、

崇基學院院長方永平教授、神學校

董會副主席陳衍昌法政牧師、校董

2021–2022年度開學崇拜

4

活動報告 04



馮少雄博士、崇基學院校牧高國雄

牧師。本院院長葉菁華老師、副院

長關瑞文老師、白德培老師、龔立

人老師、邢福增老師、李均熊老師、

葉漢浩老師、黃慧賢老師、任卓賢老

師、德詩婷老師，以及兼任老師任

志強老師、莫介文老師、陳劍老師、

盧松標老師和姚志鵬老師均有參與。

崇拜由任卓賢老師帶領，馮少雄博士

為新學年開學禱告，後由楊嘉瑩同

學、葉漢浩老師和高國雄牧師分別誦

讀三段經課：創世記 22章 1至 8節、
哥林多後書 5章 13至 15節和馬可
福音 1章 16至 20節。

介紹新生

講道後，葉菁華院長介紹各課程新

生。其後，由德詩婷老師為各新生祈

禱，她指新生被呼召跟隨基督，踏入

未知的境地，求上主使用他們的恩

賜，在神學院開始新旅程和逐漸成

長。她也祈求上主紀念一些為義而受

逼迫的人。

報告、差遣和祝福

葉菁華院長感謝並歡迎講員、各位嘉

賓、新同學之牧者，並介紹新任老師

及同工。報告後，由陳衍昌法政牧師

祝福。

分享會

崇拜後，隨即舉行分享會，由白德

培牧師主持。新 的牧者到場分享支
持及勉勵新生。詳細內容將刊於神

學院十一月出版的新生分享文集《點

燈集》中。分享結束前，葉菁華院長

感謝各位出席的新生牧者，並邀請邢

福增老師為所有新生勸勉。邢福增老

師以一首由邊雲波所著的詩〈獻給無

名的傳道者〉（四之一）勉勵新生。

最後，白德培牧師作祈禱結束。

（攝影：招建邦、林展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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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營崇拜

9月 1日起，一連三日的師生營「知我咩料啦！」在聖堂舉行開營崇拜及開營禮後正式開始。本院院長葉菁華教
授，兩位副院長關瑞文教授和白德培教授、龔立人教授，葉漢浩教授、李均熊博士、黃慧賢教授、任卓賢教授、

德詩婷教授及 87位學生均有出席。邢福增教授及王家輝牧師則透過網上參與。

參加者唱畢讚美詩後，林展豪同學讀經，學生會會長楊嘉瑩同學、張筱瑋同學和卓麗精同學分別以廣東話、英語

和普通話為世界、為香港和為神學院師生祈禱。認信後，教牧事工部榮譽主任王家輝牧師透過Zoom祝福各參加者。

開營禮

崇拜結束後，隨即舉行開營禮。營長劉穎欣同學與及同學領參加者同唱營歌；籌委們改編 ERROR組合 
“I Promise”作為營歌，預先拍攝、錄製並剪接了一首別開生面的MV，令人忍俊不禁！

2021師生營「知我咩料啦！」

營會主題

營長又介紹營會繞着四大方向︰【上帝知我咩料】：無論我們是好是壞，精英還是不被主流教會接納，上帝都

愛我們；【我知自己咩料】：明白自己的特性，接納真正的自己，擁抱自己生而為人的限制；【知彼此咩料】： 
明白上帝創造每一個人都獨一無二，接納自己之餘，也擁抱、包容他者。【我知道上帝咩料】：上帝是我們力量、

盾牌和幫助。學習神學正是為着更了解上帝係咩料。

本院院長葉菁華教授致簡短歡迎辭，並特別叮囑新同學，在校園內會遇上一些重要「持分者」，例如猴子和小昆

蟲等，着大家與牠們和平共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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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會首天：破冰遊戲

籌委透過老師們提供的「秘密資訊」中，以他們的名字、綽號、神學科目成績、主修科目和兒時樣子等等作考題，

讓新生可以從中認識老師和同學更多；籌委更準備了一些肢體活動，令參加者鬆鬆筋骨。

第二天：「大暴走」

師生營第二日，大會安排了「大暴走」活動，讓新生認識校園。眾所周知， 
中大校園的「熱」並非一般意義下的「熱」，籌委在炎熱天氣下送各參加

者一條冰巾，簡直有如雪中送炭，寒中送暖，饑餓中送麵包！同學分組更

分組合作，完成各個遊戲，競逐「快」、「狠」、「準」獎項。晚上， 
新生將進行家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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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師生清談節目￼

第三天下午，籌委預備了不少環節 ，讓學生了解老師及其教授的科目。出席的全職老師包括：葉菁華教授、 
白德培教授、關瑞文教授、邢福增教授、葉漢浩教授、李均熊博士、黃慧賢教授、王珏教授 (線上參加 )、任卓賢
教授、德詩婷教授和邵倩文姑娘；兼職老師包括：郭志丕主教、任志強博士、陳劍博士和莫介文博士。

籌委準備了老師們攻讀神學時的相片，那些年青澀的樣子均令同學們會心微笑。究竟啤酒、環保袋、USB、指甲鉗、
錶、搓手液究竟與神學學習，神學議題和神學教學模式和有何關係呢 …

籌委又準備了四宗本地新聞來請老師們就移民議題，歷史保存，性別議題和殘障議題等等進行討論，內容非常精

彩，參加者拍爛手掌。

天才表演暨「分」獎禮

營會最後一晚的最後一個活動是天才

表演。參加者分為六組，在特定時間

內完成表演。雖然是「分」獎典禮，

但各組參加者都出盡渾身解數，傾力

演出，令神學樓大廳再次熱鬧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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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奉基督　止於至善
閉營禮崇拜：葉菁華院長證道

師生在天才表演及頒獎禮後，一同聚集於聖堂同心敬拜上主。黃敬業同學、張筱瑋同學和甄萱蔚同學帶領參加者

以詩歌敬拜上主，後梁譽瀧同學誦讀經文腓立比書 3章 7至 16節。

讀經後，葉菁華院長證道。葉院長勉勵大家，不要以為自己已經得着，反要不斷向前奔跑，追求良善，就像崇基

校訓，止於至善。新生或許帶着一些個人成就、傷痛進入神學院，他提醒神學生，保羅教導我們要忘記背後， 
包括過往的 成就和傷痛，忘記纏繞着自己的事情，全神貫注於虛己的主耶穌基督，虛心在上主面前，努力被上
主改變，成為合乎上主使用的僕人。證道後，由白德培牧師主禮聖餐，祝福並差遣參加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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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着開學師生營會，本院於 9月 4日舉行迎新日，共 30位新同學參加。 
是日活動主要有四部分：（一）由葉菁華院長介紹本院特色和精神； 
（二）新亞書院錢穆圖書館及聯合書院胡忠圖書館主任馬輝洪先生教導新

生善用圖書館資源；（三）李均熊博士講解學術誠信問題，指出常見出現

剽竊的陷阱；（四）本院副校牧邵倩文姑娘帶領新生來個校園宗教文化遊。

迎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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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咩架？

英文補習班 ?

教 Vocabulary?

教 Grammar?

神學英文班

英文神學達人

為協助非本地生適應學習環境，神學院每年均會設立

神學英文班，並特別邀請具出色英文能力，並擁有深

厚神學知識，最重要的是又能把以上兩個範疇都能解

釋得一清二楚的神學英文達人和本院同學一起研習，

一方面讓同學接觸更多英文著作，一方面提升同學閱

讀神學著作的能力，更可以向大師們學習研究寫作方

法，一舉多得！導師有時更就同學的研究範疇和興趣

來選擇相關閱讀篇章，務求令同學更投入，例如： 
曾有學生要求選讀莫特曼的公共神學。

一年兩 /三期

課堂每學年舉辦兩至三次，分別於上、下學期和暑期

進行，每學期大約 10堂，每堂約兩小時。這神學英
文課由神學院提供，是完全免費的，不計學分，課業 
負擔較輕省，同學可按興趣和能力自由報讀。多年

來，吸引了不少來自內地、外地，甚至香港同學參加。 
每一堂課，老師都會和大家研讀神學文章，有時同學

或會因為英文語句而未能讀明白；有時缺乏相關的神

學知識而未能讀明白；也有時不太熟悉討論的背景而

未能讀明白；無論是什麼原因，導師皆會透過講解、

翻譯和討論來幫助同學讀懂文章。

例子：A product of modern European civilization, 
studying any problem of universal history, is bound to 
ask himself to what combination of circumstances the 
fact should be attributed that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only, cultural phenomena 
have appeared which (as we like to think) lie in a line 
of development having universal significance and 
value. 

—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以上是課堂中研習的一小段。「天啊！究竟我睇左 D
咩？」，「每個字都明，擺埋一齊就唔明 !」，同學
真禁不住懷疑人生。導師透過把英文長句拆短，再解

釋文中的概念，讓同學們嘗試一起翻譯，幫助大家克

服閱讀英文的恐懼，從而漸漸建立起信心。

部分課堂主題

除了研讀過韋伯 (Max Weber)的名著《新教倫理與資
本主義精神》、奧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和愛
任紐 (Irenaeus)的神義論、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的 “The Spirit of Truth”、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的人觀、巴特 (Karl Barth)的上帝觀、田立克 (Paul 
Tillich)的社會政治思想、天主教社會訓導、格雷厄姆
(Elaine Graham)和史雲頓 (John Swinton)的實踐神學
觀，課堂上，導師也有和學生一起研讀過基督宗教與

當代社會的其它文獻、約翰衛斯理 (John Wesley)的講
章等等。「神學英文」(Theological English)，旨在培
養神學生查閱英文學術文獻的能力，幫助大家深入閱

讀重要且艱深的神學著作。

各位同學，如若大家想閱讀更多以英文寫成的神學著

作，新一學期的神學英文課，千萬不要錯過。由於這

課堂並非神學院正規課程，也並非於中大學生信息系

統 (CUSIS)內可選擇的課堂，如欲報名，謹記留意神
學院發出的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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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機會在聖公會聖約翰座堂（以下簡稱「座

堂」）作暑期實習，是上帝給我的恩典。該座堂

建於 1849年，是香港聖公會香港島教區之主教座
堂，也是本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西式基督教會建

築物。實習期間，能經常在這座被列為古蹟的教

堂出入，並不時在內祈禱，是無比的恩福。

八星期的三十場崇拜

短短八星期，我參加了至少三十次崇拜，包括平

日聖餐崇拜 (Weekday Eucharist)、周六主日提前
崇拜 (Anticipated Sunday Service)和不同的主日
崇拜。座堂是禮儀教會，和我經歷過的宣道會和

金巴崙長老會的禮儀截然不同。這裏崇拜的禮序

相對較多和複雜，初時較難適應。但適應過後， 
漸漸懂得欣賞這些崇拜的設計；會衆閱讀的部分

或主禮人帶領誦讀的部分，皆具豐富的禮儀神

學，幫助崇拜者培養敬虔的心。一起跟隨程序閱

讀，亦有助敬拜者專心敬拜。其實只要處身座堂， 
肅然敬畏的心便悠然而生。再加上主禮人和會衆

在崇拜過程中互相呼應，一起敬拜的經歷令人嚮

往和享受，令我感到與上帝親密連結一起。參與

不同的崇拜例如泰澤祈禱崇拜和醫治崇拜，刷新

聖約翰座堂實習分享

葉信德 (M.Div. 3)

了我的個人崇拜經歷，體驗上帝與人在不同方面

的關係和教會怎樣透過崇拜對弟兄姊妹展示關懷。

在實習過程中，另一深刻體驗是服事團隊 (Servers 
Team)的事奉，因這是我從未參與的。參與和學
習的過程，對我來說毫不容易！首先，侍從的工

作，必須由熟習崇拜禮儀程序開始。但聖公會的

崇拜禮儀，對我來說非常陌生。其次，因應不同

的崇拜和禮序，侍從工作在執行上是有些分別的。 
所以，起初學習侍從工作比較困難。後來透過觀

察和參與，便能漸漸掌握。在過程中，侍從隊長

常常提醒我，不要靠自己，乃靠聖靈的引導。 
於是，每次擔任侍從時，都專心祈禱，依靠聖靈

引導和幫助。這種對聖靈引導的新經歷，有助個

人靈命的增長；令我謹記從事聖工，必須倚靠上

帝才能成事。至於其他的實習經歷，因為篇幅所

限，未能盡錄。

前幾天有師弟問我前往座堂實習的意見，我極力

鼓勵他提出申請，因這次實習，令我獲益良多；

不但擴闊了我的的事奉眼界，而且充實了我的信

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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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月的實習中，認識了不少來自其他地方的實習生。

我是就讀於崇基學院神學院神道學學士學程的學

生。今年的暑假參加了暑期合一社會牧職實習計

畫，於「午夜藍」機構實習。該機構是以「性工

作為工作」為口號，是關注男性和跨性別性工作

者的非牟利機構，無宗教背景，其工作主要為性

工作者提供免費的 HIV和梅毒檢測，定期外展接
觸並關顧性工作者，提供法律和情緒上的支援，

普及相關的健康和生活資訊。

認識男性和跨性別性工作者

在兩個多月的實習中，我與其他實習生一同認識

男性和跨性別性工作者這個群體，了解相關的文

化、行業狀況、相關的健康和法律知識，學習與

他們相處，撰寫給性工作者的通訊稿，製作桌遊

作為公眾教育工具，參與機構的日常運作和探訪。

作為機構中少數有宗教信仰背景人士和基督徒，

我能接觸到平常在教會中不常見的群體：性少眾、

性工作者、嫖客——通常他們被基督教的倫理所

斥責，或被群體所排拒，要麼只能隱藏自己的 
身分。

陳日穎 (B.D. 4)

「午夜藍」實習反思

「正常人」和「正確的主流」？

在實習開始時，我期望能在基督信仰中思考一種

關於他們身分的神學論述，以致基督信仰能與他

們的經驗相適應，最終讓這個群體的人能進入教

會生活，彼此合一。然而在與這些教會和社會邊

緣的「他者」接觸相處的經驗中，我認識和經

歷到需要放下過往對性工作的成見，放下以基督

宗教或教會組織為中心的態度，放下作為「正常

人」和「正確的主流」這種優越感去與他們同行。 
在機構、在外展探訪中談話接觸，在口述歷史的

資料中看到，性工作者與我們一樣，都是有血有

肉的人，作為一項工作，他們不是躺著就賺錢，

而是與其他工作一樣，需要付出努力和汗水， 
一樣會面對困難危險。在道德的污名下、社會的

邊緣裏，有喜悅、快樂，也有辛酸、苦楚。

我的反思

在機構實習第一天的培訓，討論到性工作者是被

迫的受害者，還是出於自由的選擇，然而在複雜

的真實經驗中，這個問題難以用簡單二分的答案

回答。實習期間與教會會友分享其中經歷時， 
被問到：「是不是以帶他們信耶穌，返教會作為

最終目的？」以下是我的反思：我們的信仰和 
教會，是否已經準備好去接納這些我們眼中的 
「罪人」？往往我們連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都不了

解，不知道他們所遭遇的困難和靈性需要，就急

於要他們放棄和改變。於是我換了一個角度， 
思考在性工作者身上的基督信仰是怎樣的？如果

我們所以為的救贖——信耶穌、返教會、從良， 
之於他們來說是帶來壓迫的，那麼之於他們而言

的救贖，又是甚麼呢？我們的基督，那進到罪人

家中，與他們同坐同吃喝的耶穌，他會否也在思

考這些問題呢？

感謝上主讓我有這段開闊眼界、獲益良多的實習

經歷，願祂繼續帶領我未來的神學學習和事奉，

繼續與他者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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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取自「油踐入心」facebook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praxis20181220

「羊四的實習分享」

與王阿媽無阻隔地握手禱告

到街坊宿舍，與街坊一同查經

我是中華基督教會（下稱區會）支持的神學生，一般實

習都是由區會差派；鑑於過去兩年的學習，我一直都在

區會堂會中實習，但受疫情影響，常在「唔見人」中渡

過。所以，在區會安排我的實習任務時，我提出想到機

構中實習，「走出去看看」。因着疫情，不少機構的事

工也受影響，以致未能安排神學生前往實習。詢問過牧

者及各機構負責人，他們都表示暫時沒有合適機構可以

申請。我本以為要「疊埋心水」地回到堂會實習，但上

帝真的聽禱告，區會的牧者們亦都聽到我的心聲，並且

回應。在努力聯絡下，成功安排我到「油踐入心」這個

全新的機構中實習。所以，從收到這消息，至今完成實

習，我都一直心存感恩，這次實習讓我的生命歷程變

得更豐盛。一切乃要感謝上主，亦感謝區會神學生關注 
小組中眾牧者的用心安排，感謝區會神學牧職部眾牧師

通過。

「油踐入心」事工於 2018年年底開始，最初只是由一
群信徒發起，帶着異象及使命「要愛憐如己，真正的

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馬太福音十二

31；雅各書一 27），服侍油麻兩地的「街坊」，與他們
簡單分享麵包及糖水，關懷這群被社會忽略的街坊，但

之後隨着 2020疫情的到來，服侍對象的需求人數急增，
當中包括：基層家庭、長者、長期病患者、失業人士、

無家者、垃圾站清潔工等等。2021年初，「油踐入心」
正式註冊成為機構，期望能夠得到更多支援來服侍街坊。

「油踐入心」的意思是在油麻地去實踐信仰，讓聖靈感

動，以行動去關心，轉化生命及社會；同時也讓人明白

服侍必須是由淺入深地進行。1

這兩個月的實習，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嘗試和挑戰，

我自以為是一位潔癖症患者，尤其懼怕接觸其他人的毛

髮。所以，未開始實習之時，我不敢想像自己會面對這

群街坊。記得有一晚，我需要跟隨義工到佐敦派發物資

給予一條後巷的無家者，而出發前督導及其他義工都提

醒我必須認識當中一位無家者 ─「王阿媽」，因為她

十分健談，亦可以讓我理解很多無家者的生活。當義工

隊伍到達後，我很快便能認出誰是王阿媽。

疫情中服務，除了必定戴口罩，亦會戴上手套防護， 
所以在這些防疫裝備下，大大減低了我的潔癖恐懼感；

加上，王阿媽縱然是一名無家者，但她並沒有我幻想出

楊嘉瑩 (M.Di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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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踐入心」借用的堂會地方位於一樓，但自七月起卻不能使用電梯，
因此每次的服務都要由義工搬上搬落，考驗眾人的信心與體力。

潔癖症患者，懼怕接觸他者毛髮的我，沒想到另一突破是於實習期內為
街坊剪頭髮。

羊四有幸與街坊進行「飲食牧養」，與街坊一同到外逛行，一同食飯，
一同傾談，其實是與他們平起平坐，建立關係，並進行個別栽培工作。

現的「污糟」，亦沒有異味；因此，我便感到安心並且

與王阿媽一同坐在街邊傾談。將近結束時，我邀請她一

同祈禱，為她禱告記念；當「王阿媽」答應時，她很自

然及主動將雙手搭着我那雙戴着手套的手。那一刻看到

王阿媽如此自然，沒有任何戒心地用她雙手搭着我的手

禱告，反之我卻因着自己的恐懼，而以手套隔絕了和她

的親近。那一刻，我覺得自己是如何的不濟，口中說着

自己要學像耶穌，如何謙卑服侍人，這一刻完全是自打

嘴巴。所以，當看見王阿媽這動作，我是呆了數十秒，

但下一刻我便決定脫下手套，與她彼此緊握雙手禱告。

這絕對是我從沒想過會發生的事情，亦相信正如「油踐

入心」的意思所提及的，讓聖靈的感動，以行動去關心

且轉化生命。

上主讓我在這短短兩個月的實習期「走出去看看」， 
讓我在街坊口中稱為「羊四」（我的花名之一，姓楊，

在家中排第四）的神學生，能從「油踐入心」看見一個

又一個的見證，看見一個又一個神蹟，看見一個又一個

的不可能，看見一個又一個不一樣的生命。這個實習不

單讓我看見，更讓我的生命得以轉化，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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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發表網上文章，為教會及信徒關注的時下議題，提出實踐神學解讀 舉辦網上對談，探討疫情下的崇拜及神學爭議

「幾時再有實踐神學短期課程？」「實踐神學係點樣嘅

神學？」「聽聞香港搞咗個亞洲實踐神學學會，同崇基

有咩關係架？」「關教授響崇基教果科實踐神學，又滿

咗額！下年開唔開？」「咦，怎麼又多兩間神學院提供

實踐神學課程？」過去三年，這幾個問題，越問越響亮，

越來越多人留意到亞洲實踐神學運動已經展開。隨着亞

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於 2018年成立，一班有心人

正在有系統地在本地以至亞洲，倡導神學與實踐的結合。

過去三年來，學會籌辦了不少講座、短期課程、培訓、

學術會議，也出版了一些網上文章，輯寫了學術期刊論

文等等。響應的人，包括來自亞洲各地，也越來越多。

雖然這運動的推動者，是來自本地的幾所神學院、教會

和基督教機構，但學會的成立，與崇基學院神學院有密

切關係。還記得，在 2017年，當時一批正在修讀本院

與一所英國大學所提供的實踐神學專業博士課程的學

生，有見實踐神學對轉化教會和社會的重要角色，就建

議成立學會以展開這場運動。一轉眼，四年了。

關瑞文  本院（教務）副院長、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創會會長

堅着地的亞洲實踐神學運動：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的異象1

在時局巨變中誕生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有限公司」於 2018年 8月 

27日在香港正式註冊為有限公司。在成立之初，學會主

要的任務，乃為其自身訂立願景、思考使命實踐策略、

建立夥伴網絡、打造管理架構等。很感恩，於 2019年

7月 15日，本會獲稅務局批予慈善團體資格，開始以慈

善團體身份推動亞洲實踐神學運動。在此期間，香港和

國際時局，正出現了微妙變化。可以說，本會是生得逢

時的，在大時代裏被賦予使命，去推動「基督教神學結

合於教會實踐，以致轉化教會和社會」的運動。然而，

就活動舉辦而言，也可以說，本會是生不逢時的。2019

年本地社會運動展開，本會原定於 2019年 11月首次舉

辦的公開講座，被迫取消。此外，不少原定於 2020年

首半年舉行的籌款活動、課程、講座等計劃，也因疫情

橫行而需要押後甚或告吹。但是，也很感恩，有危必有

機。時局的巨變，也讓執委們思索了更新的概念和方法，

去推動實踐神學運動。更感恩的是，從 2020年 9月 

1日起，本會獲得「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資助推

動為期三年的計劃。此計劃名為「轉化社會的信仰—

1. 本文部分內容，曾於《時代論壇》2018年 10月 19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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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月，與中大文化及宗
教研究系合辦「靈性及社會

轉化」國際學術會議

啟動香港及華人實踐神學運動」，其正是具體化了本會

的最根本願景。

在西方，實踐神學運動，早於上世紀的下半葉百花爭

相綻放，至今已重鎮林立，著名的有國際實踐神學

學會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Practical Theology)、 

英國及愛爾蘭實踐神學協會 (British and Irish Association 

for Practical Theology)、發源於美國的實踐神學協會

(Association of Practical Theology)、國際神學實證研

究 協 會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ology)、南非實踐神學協會 (The Society for Practical 

Theology in South Africa) 等，而實踐神學的專門學

術期刊也有多種，包括《國際實踐神學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actical Theology)、《經驗神學

期刊》(The Journal of Empirical Theology)、《實踐神學》

(Practical Theology)等。

為「實踐」正名

「實踐神學究竟是什麼？」這一問，考起了不少人， 

甚至包括神學院老師。一般操華語的，經常直覺地把實

踐神學誤解為一些講求實用的神學，諸如小組查經法、

三福四律佈道法、教會增長一百招等。對於他們，「實

踐」即「實用」，「實用」就是「非學術」；是「技

術」，非學問性的技術。在神學圈子裏常見的答案又是

怎樣的呢？教授們的回答萬變不離其中：「實踐神學，

就是把哲學神學、歷史神學等的研究成果，應用到牧養

現實中。」因此，學習神學的次序，該先是修讀系統神

學、聖經研究、基督教歷史等科目，而後才是牧養實踐

科目。他們說：「先要打好神學理論基礎，方能懂得好

好實習，才能具足夠的底子，不偏離正道地去講道、 

輔導、社關」。如此，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就被定性為直

線性的—從理論推演出實踐方案，或轉過頭來，以實

踐修正理論。

錯！這些想法，極之落伍。二十世紀從各方面湧起的

思想巨潮，早已從本體論、知識論的路徑，淘盡了這

些誤解。哲學詮釋學、批判理論、語言哲學等等， 

都否定了「理論 vs.實踐」的二元界分。例如，哲學

詮釋學就以亞里士多德的 phronesis來理解人文知識， 

指出「實踐」(praxis)是有異於「技藝」(techne)的， 

其性質是德性的，以圓滿 (eudaimonia)為願景，並且， 

「理解」(to understand)與「應用」(to apply)根本不

是兩回事，甚至不是兩個步驟。當今批判理論大師哈伯

瑪斯也指出，各種知識皆源於其背後的三種人類旨趣

(human interests)─經驗科學背後的控制旨趣、歷史科

學背後的溝通實踐旨趣、批判科學背後的解放旨趣。筆

者最喜歡的傅柯 (Michel Foucault)更點出了知識與權力

從來都是非二實一的盤錯，這徹底地抵抗了現代性所罹

患的「理論／實踐二元」經典流行病。這些思潮，早已

橫溢到不同學科領域裏─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

政治學、科學哲學、歷史學、文學、神學等等。

重尋神學的本質與使命

或許，你會說：「這都只是俗世學問的玩兒吧，與基督

教信仰傳統無關！」非也。上世紀展開的實踐神學運動，

正是這場解構「理論／實踐二元論」思潮的中堅。數十

年來，西方世界的實踐神學同道們，已為我們做了很豐

富的工作。簡單而言，這場運動，以兩條腿走路。其一

是重新探索神學的本質，指出神學的本質是實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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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月，學會首辦的網上課程反應熱烈，參加者
來自香港、美加、亞洲各地

(theology is essentially practical)；其二是倡導，做神學

也好，辦教會也好，都不為其他，只為以聖言轉化個人、

教會、社會、世界，讓上帝的形象活現人間。

正是這兩條腿，規範了實踐神學的形態：實踐神學， 

以現實世界的狀況和議題作為起點，以經驗導向的學科

提供之視域去在場地深層地把握現實，同時以信仰傳統

提供的神學視域去分析之，把兩種分析放入相互批判關

聯 (mutually critical correlation)的框架中進行對話，最

終目的在於尋索轉化實踐世界的方向、可能性和手段。

我曾與教友分享以上，他說：「太複雜了！」於是， 

我說：「實踐神學其實很簡單：她不忍見教會的信息 

『堅離地』，也不願見到熱衷轉化社會的信徒沒有好好

反思、言說、辯解這些轉化行動的神學論據，因此決心

參與其中，亦研究、亦言說、亦行動、亦建搭神學─實

踐橋樑，以求教會信息堅着地，而信徒群體的轉化熱誠

亦知其為啥而為。」

在地的亞洲實踐神學運動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西方的實踐神學運動為我們亞洲

這邊做了很多很好的功夫，我們當下乘涼。但是，亞洲

實踐神學運動也不能照單全收他們的功夫。既然實踐

神學運動提倡神學要重歸歷史現場，亞洲的「現場」， 

無論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與西方的大相徑

庭。在不少亞洲國家裏，基督教是絕對少數，其歷史文

化的底蘊並沒有基督教語言。亞洲也是一個文化、宗教

多元的地方，各有自己傳統，個體和人際的文化構成也

很不一樣。不少亞洲地區仍是發展中國家，甚至是第三

世界（準確而言，是 “two-Third World”），當中的社

會問題，與西方國家的迥殊。亞洲是一個異質性極高的

地方，我們必須用我們的本土資源去做亞洲實踐神學。

筆者於去年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actical Theology

發表的論文 (“Practical Theologies in Chinese Speaking 
Societies — A Cross-Cultural Consideration.” 24.2 

(2020): 303-326)，也提到華語社會亞洲實踐神學的特

色、發展、展望。筆者相信，我們可沿著這些方向展望

亞洲實踐神學運動。

亞洲實踐神學運動從香港展開了，這是最好的時機！ 

我們有美國實踐神學大師 Don S. Browning門下的黃

慧貞博士作我們的前輩，有師從當今著名實踐神學家

John Swinton的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老師佘枝鳳博士一

起創辦學會。目前，本神學院畢業生正在外地大學修讀

實踐神學博士課程的，也有數名，並且崇基學院神學院

與 Cambridge Theological Federation 和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合作在本地提供的實踐神學專業博士課程， 

也正在培養超過十位學生作為生力軍。本地也有不少重

視神學反思的社會改革實踐者，例如豐盛社企學會會長

紀治興博士、伯特利神學院的陳敏斯教授和劉寶珠博士，

他們都是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的靈魂人物。而筆

者也正在本院努力推動實踐神學，也特此研發了一套名

為「整合研討」(Integrative Seminar)的教學法，以協助

學生學習實踐神學反思，培養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能力，

讓他們能透過服侍教會和社會，好好服侍上帝。這科目

的特邀導師彭淑怡，也正在積極把這教學法用於香港基

督教協進會所提供的實踐課程。本期我們也邀請了兩位

學生分享他們的學習經驗（見後文）。

筆者從心感到，亞洲實踐神學運動正值黛綠年華，我們

千萬不要讓她擦肩而去。請為我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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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神學模型」課堂

讀神學的那些年，只知醉心於系統神學，對聖經研究及教會歷

史充滿敬畏，卻一度對時間表中的「實踐神學」不屑一顧。 
後來機緣巧合下選修了關瑞文教授的「實踐神學模型」(Models 
of Practical Theology)，才知道自己對此重大的神學運動有多
無知，以及過去對「實踐」二字的誤解。除了涵蓋實踐神學的

發展及理論源流，並介紹各種實踐神學方法外，課堂的一大亮

點，就是後半部的「整合研討」(Integrative Seminar)。1如果

說課堂前半部份，是從觀景台鳥瞰歷史及學理中的實踐神學，

那麼整合研討便是同學們親臨其境、以第一身來體驗實踐神學

為何物的震撼經驗─說是震撼一點不誇張，其中的學習徹底

改變了我對做神學及信仰實踐的眼界。往後數年有幸以特邀導

師身份繼續參與課堂，並應用於目前負責的實踐課程中，其對

神學訓練的裨益，仍每每令我驚嘆，亦是不少參與者共有的 
體會。

我們一般會直觀地以為，神學教育是理論學習，學到一定程度

便能好好實踐出來。理論與實踐似乎是兩回事，前者先於後者；

若實踐做得不好，一定是理論學得不夠。在整合研討的過程

中，這種「理論─實踐」的二元迷思卻可謂不攻自破。同學們

輪流匯報自己的一次「詫異」(disjuncture)經驗，一件驟聽之
下平平無奇的「日常小事」，在其他同學的提問及相異觀點碰

撞下，得以一步一步還原實踐當下的處境之多向度及複雜性，

並在匯報者的回應中，逐漸加深其原來敘事的厚度。一輪討論

下來，原先平平無奇的實踐日常，正正側寫出自己也不自知的

實踐者面容─我們作為實踐者本身所坐落的世界，所持觀點

的矛盾與局限，以及所擁抱的實踐願景。在更具厚度的敘述

中，我們不難發現，這些說不出所以然的詫異經驗，其實透露

着蘊藏於我們實踐中的神學世界，以及往後轉化實踐的契機。

在這種群體的神學反思中，匯報者透過重述，邀請參與者跳入

他的世界，在對話中協力釐清他作為實踐者的願景與難題， 
並從基督教傳統中尋索能與之對話的智慧。在我歷年參與的經

驗中，探討的議題涵括禮儀神學、教會的款待實踐、共情的本

質、生態神學、牧者的自我理解、助人者的無力感、與他者的

關係等等。有時是更新了我們對相關神學的理解，有時是更新

了具體的實踐策略，有時是豐富了原來的神學見解，有時則是

對處境增添多一重理解框架，開闊實踐者的視野。這些重要的

實踐關注，往往透過匯報者的分享及課堂的討論，令每一個參

與者都收獲良多。以下請來兩位曾修讀的同學，分享他們在整

合研討的學習經驗：

彭淑怡（’15 MACS, ’18 MDiv）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助理執行幹事、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執委

實踐與神學的距離？
─ 整合研討在崇基

1. 更多有關「整合研討」教學法在此不贅，詳參關教授文章：Simon Shui-man 
Kwan, “Revisiting a Hope for Healing the Theory-Practice Gap: Integrative 
Seminar as a Pedagogical Tool,” in Crossing Textual Boundaries: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Archie Chi Chung Lee for His Sixtieth Birthday, eds. 
Lung Kwong-lo, Nancy Tan, and Ying Zhang (Hong Kong: DSCCC, CUHK, 
2010) , 42-63.

黃志堅同學 (B.D. 4)

課堂讓我深深認知到，實踐神學並不是一項

只針對實踐方式的工具性研究，更重要是對

這些實踐方式背後的理念，進行神學反思的

過程。 課堂安排同學一起為親身經驗的生
活或信仰挑戰進行神學反思，切實地把神學

反省帶入信徒生命的每個小節，幫助我們就

自己生活及事奉中的實踐行動，給予根本性

的神學重整，並讓我們有信心能在所學到的

不同實踐工具之間，調節自如地進行運用、 
反思、重整。

張筱瑋同學 (M.Div. 3)

「實踐神學」教導我們如何作「神學反思」。

在這個共修團隊之中，我學會了如何多角度

看待身邊的人和事；作為回應者，我學習到

如何聆聽別人的經驗，學懂如何保持批判，

同時持開放包容的態度，因為不同人的經驗

分享其實皆連繫於不同的世界。這種將不同

經驗拼湊為更大的圖畫，有助我們對處境的

獨特性有更深刻的理解。

實踐神學鼓勵我們與不同的人對話、反思、

行動，經常注意處境是會變的，而且有其獨

特性。我們不應視神學學習為牧養實用主

義，而是一種心法，讓我們有能力整合所

學，應用在不同處境之中。實踐神學亦讓我

對與我持相反意見的人多了愛心和包容，當

我明白每個人都是獨特的，要站在對方的位

置聆聽和感受，愛心和同理心便自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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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校友：

為我們過去能在母校—崇基學院神學院／組， 

一起學習，思考和掙扎而感恩。

神學院為延續使命，需要有穩定的奉獻收入，故呼

籲校友及各方關心神學院的人士，以自動轉帳方式，

定期支持神學院在財政上的需要。此外，最近有關

心母校的人士，答允以配對捐款方式，我們每籌得

兩元，該關心者會捐出一元。為了鼓勵大家支持母

校，現凡每月以自動轉帳方式，至明年六月底的總

捐款金額，或以一次過捐款方式，達五千元或以上，

校友會將向這些校友，每位送出鑄有校徽（蓮花十

架）的指環一枚。但指環數量有限，請及早回應，

指環款式可參附件。

如有意了解詳情，或想下載自動轉帳表格， 

請按以下連結，登入神學院的網頁。https://www.

theology.cuhk.edu.hk/tc/shortcut/give

大家亦可登入以下的崇基學院網上捐款表格：https://

cloud.itsc.cuhk.edu.hk/forms/forms/30.aspx 

填妥表格及選擇「崇基學院神學院 Divinity School of 
Chung Chi College」，然後遞交便可。

校友會主席

梁遠耀 (’96 B.D.; ’17 M.Theol. )

校友會消息 新同事介紹
張善寧 Zero

我過去曾於福音機構服侍一段時間，主力負責公關

宣傳及籌款事工。2018年於崇基學院神學院的基督
教研究文學碩士畢業後，前往南韓成為信徒宣教士。

2020年初返港，深感我城經歷了突變與傷痛。今天
許多港人仍在掙扎和憂慮中渡日，包括你和我。

2021年夏天，感謝上帝的帶領，讓我回到崇基神學
院這熟悉的地方工作，昔日的學生生活片段還歷歷

在目。能夠重遇各位神學院的老師、同事和校友，

實在令我倍感溫暖。我現為信徒神學及生命培育部

的一員，專為在職信徒安排參與崇基的課程，希望

同學能透過結合聖經及神學，在這時代下作落地的

反思並回應召命。特別在這充滿變幻與乏力的時代，

能夠參與推動及推廣信徒神學培訓的工作，心裡充

滿無限的感恩，因我深信只有基督是我們不變的依

靠、永恆的盼望。

願今天活在同一天空下的我們，無論此刻身在何方，

在黑暗的日子裡定意同心追求真道，因着基督的光，

用我們的生命回應，在地上實踐天國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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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介
書名： The Quest for Visible Unity A Study of the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s of Church Unity, from Organic Union to 
Conciliar Fellowship to Koinonia（可見的合一）

作者： SO Shing-Yit Eric（蘇成溢）
定價： $150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頁數： 275+xii

簡介：

本書作者為蘇成溢牧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 (2005-2021)及香
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 (2015-2021)。作者於 2017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崇
基學院神學院，完成其神學博士課程。其論文乃有關自 1910年愛丁堡世
界宣教會議以來近代普世合一運動的一個核心議題 ─「可見的合一」。

作者透過研究有機聯合會 (Organic Union)、議會團契 (Conciliar Fellowship)
及共融契通 (Koinonia)的神學理念，探索如何達致可見的合一。此著作以
英文寫成，最主要部份是研究以上三個倡議如何帶來可見的合一，它們的

強弱之處，以及挑戰。

書名：  《提摩太後書註釋》
作者： 馮蔭坤
定價： $238
出版社： 基道出版社
頁數： 632

簡介：

馮蔭坤，中國神學研究院退休教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名

譽高級研究員。本書是作者第十卷的保羅書信註釋，承繼作者一貫的寫作

風格，根據原文對經文作出詳細的闡釋，盼能帶領讀者進入聖經作者的 
原意。

提摩太後書的信息，其核心部分在於保羅對年輕同工的三重勸勉或囑咐︰

1. 要忠於基督和基督的福音；

2. 要忠於保羅的言教和身教；

3. 要忠於自己所領受的職事。

此信息不但對今日的教牧仍然適切，亦同時勉勵所有的基督徒讀者，在自

己的處境和各別的崗位上，忠於福音，忍受苦難，追求敬虔，候主再來。

作者其他著作包括：《提多書註釋》、《羅馬書註釋》、《加拉太書註釋》、 
《以弗所書註釋》、《歌羅西書．腓利門書註釋》、《擘開生命之餅︰ 
路加五個獨有的比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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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月 26日，葉菁華院長出席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按立暨接納總議會牧師及會吏典禮並證道，講題為「牧養
群羊」。

2. 葉菁華教授獲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接納，參與
2021–22年度 United Board Fellows Programs，並因崇基學院校友 Albert Hung對亞聯董的捐款支持，成為 “United 
Board Chung Chi Alumni Fellow”。他於 2021年 7月 19至 30日期間，在線參與亞聯董與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合辦的 Summer Institute，與亞洲多國大學的教學及行政人員，接受行政人員發展培訓。

院長行蹤

白德培教授

1. 8月 31日，白德培牧師透過 Zoom出席在意大利比薩舉行的「歐洲宗教研究協會週年大會」(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he Study of Religion (EASR))中發表文章，題為 ”Resilience on the Road: The spread of 
religious beliefs along China’s Belt and Road Network”。

2. 10月 15日，他獲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邀請為會議主持人及回應者，會議為 “Divinization (theosis) in the Eastern 
Christianity”。10月 21日，他獲邀出席伯特利神學院的有關基督教監獄事工的博士課程，並發表文章；10月 28日，
他出席牧職神學院有關監獄基督教信仰及事工的課堂，並授課。

任卓賢教授

1. 任卓賢教授成功獲得 2021–2022年度中文大學教學發展及語文促進研究基金 (Teaching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Enhancement Grant, CUHK)的撥款，題為 ”Developing Pronunciation and Mnemonic Techniques in Ancient Greek 
Learning”。

2. 2021年 8月 3日，任卓賢教授獲邀出席由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South East Asia舉行之網上博士
班專題討論 (Doctoral Colloquium)，並擔任評論員。

德詩婷教授

德詩婷教授自 2020年起，每五周左右，會和其他來自美國、中國內地、台灣和香港的中國基督教學者聚會，分享最新
研究，歷史，宗教和神學研究的成果，包括關於梁發、王明道和天主教傳教士的研究。9月，該小組邀請新學者朋友來
分享她就民國基督教思想家的研究。除發表論文外，該小組也會討論研究和教學的策略。各年輕學者均重視這種中西學

術交流的機會。

老師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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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院通訊　　督印人：葉菁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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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昕女士 ('09 MACS)和 Rev Michael Angley Ogwuche 於 9月 25日於蘇格蘭的 Aberdeen締結婚盟。願主賜福。

2. 趙芷媛女士 (14’ MDiv)和何家樑先生，於 9月 26 日在九龍城潮人生命堂舉行婚禮。願主祝福。

3. 陳華正先生 (’19 MDiv)和鄒梓嫻女士 (’17 MDiv)的女兒於10月6日出生，取名為天蘊。願主祝福天蘊，在愛中健康成長。

4. 黃宇軒宣教師 (‘20 MDiv)和陳沛盈女士於 10月 16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結婚典禮。願主賜福。

5. 10月 17日，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舉行 2021差遣宣教師感恩崇拜。當中本院四位校友，
包括：勞漢豪先生 (’18 BD)、彭詩意小姐 (‘19 MDiv)、甄健中先生 (’19 MDiv)和袁啟明先生 (’08 MACS, ‘14MDiv)獲
差遣為該會宣教師。願主賜福加力。

6. 10月 23日，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於長老堂舉行 2021年周年代表大會感恩崇拜暨新任總幹事就職典禮。本院教牧
事工部名譽主任王家輝牧師 (’95 BD)接任蘇成溢牧師 (’85 BD, ’93 MTheol, ’17 DTheol)為該會新任總幹事。

7. 吳俊芳女士 (‘14MACS)和朱頌華先生的兒子於 10月 24日出生，英文名字為 Boaz。願主祝福 Boaz，在愛中健康成長。

8. 余序祥傳道 (’17 BD)將於 11月 21日於基督教瑞安市光明堂獲按立為牧師。願主賜福。

9. 本院副院長（外務）白德培牧師獲中文大學晉升為教授。願主祝福。

10. 王珏教授獲聖經文學學會 (The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委派為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Profession Committee
的成員，將於 2022年開始其服務。

11. 黃慧賢教授將於 11月 11日獲大學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頒發傑出青年學者獎，以讚揚傑出青年計劃中的傑出表現。
黃教授是今年唯一一位中大學者獲得此殊榮。她得獎的項目計劃是：「基進的社會運動與普世教會運動：研究香港
殖民時代的三個機構，1960-90年代」。

1. 梁慧儀 (16’ BD)的母親彭羡女士離世，享年 76歲， 安息禮於 9月 18日舉行，由基督教宣道會大埔堂主禮。

2. 鄧穎暉校友 (’08 MDiv)父親鄧錦坤先生離世，其告別儀式於 10月 20日於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

3. 本院任卓賢教授的岳母何杏女士離世，安息禮拜將於 11月 6日在大角咀九龍殯儀館舉行。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

1. 張善寧小姐 (’18 MACS)於 2021年 8月 23日起接替馬小鈴小姐擔任計劃協調員（信徒神學及生命培育部）。 
（詳細分享見本通訊）願上主祝福張善寧小姐，也保守已離任的馬小鈴女士。

2. 工友張耀祥先生由 2001年起服務神學院二十年，已於 2021年 7月 31日正式退休。神學院仝人感謝他的貢獻。 
郭建紅女士於 8月起接替張先生擔任工友。

王珏教授

1. 2021年 8月 3日，王珏教授獲邀出席由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舉行之網上博士班
專題討論 (Doctoral Colloquium)，並擔任評論員。

2. 9月 5日至 8日，她應邀出席於瑞士蘇黎世舉行的學術會議 ”European Congress of Theology Meeting”，並於 9月
7日發表主題演講，題為 “Signifying the Empire against the Empire or Doing Historical Criticism with Postcolonial 
Theories”。其演講可於大會網站 https://www.theologiekongress.uzh.ch/de/Programm.html重溫。

3. 王教授於 10月 1日至 2日，出席有南韓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舉辦的學術會議 ”Acting Out Theology of 
Democracy in Global Context: Bible, Theology, Solidarity”，並於第二天的第一輪會議中擔任主持。

邢福增教授

1. 8月5日，邢福增教授應台灣八旗文化邀請，為線上講座「站在現代化的十字路口：—要有基督宗教才能現代化嗎？」

任分享嘉賓。

2. 8月 21日，邢福增教授應邀任「第十二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時代下的華人基督教」的主題演講
講員，題目是〈浴火重生：文化大革命與中國基督教〉。是次研討會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及

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合辦。

3. 9月 14日，邢教授應香港信義宗聯會邀請，任教牧聯禱會講員，分享「雖死猶生：墓碑背後信義宗先賢的故事」。

恭賀

哀悼

同事消息

老師消息（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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