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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崇智牧師
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卸任會長

各位嘉賓、各位弟兄姊妹：

我今日分享的題目是「神學教育就是連結」。如果有想接受神學教育的會

友找我傾談，我會將今日的內容與他分享，希望能幫助他反思神學教育是

甚麼，當然也反映我對神學生的期望。對我來說，神學教育的核心從來都

不是課程設計，書本知識的傳遞，而是信仰和生命的建立和成長。神學訓

練就是引導扶助修習者與上帝的生命、啟示和大能作為結連，能成為上主

合用器皿，就像約翰福音 15章葡萄樹與枝子的比喻，當神學生的生命與

上主的生命活潑緊密地結連，他才能為主多結果子，服侍帶來果效。

所以被呼召修習神學的人，首要的是養成有規律、和深入地過着委身祈禱、

默想聖經、尋求屬靈導引的內修生活，與上主結連，以便他常能活出信心

生活，在服侍中信靠看不見的上帝和祂的大能。因為他將會投身在充滿挑

戰和壓力，充滿各種要求和聲音的服侍中，若在受訓期間他未有建立扎實

與上帝結連的內修生活，他必會在將來的服侍中，不曉得分辨上帝的聲音

和心意，只曉得用人血氣的方法行事，迷失在滿足他人的要求和追求自我

成功的陷阱中。他會是一所受不起考驗，建基在沙土上的房子，殷勤地在

禮拜堂工作，但心卻遠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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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教育的起點是神學生看重的與上主生命

結連的內修生活，第二方面就與自己的生命，

人裏面的 “being”，裏面的我結連。我在牧

職上接觸到很多不認識真我，甚至失去真我

的傳道人，他們在工作上經常出現問題，因

為成就牧職不是知識和技巧而是生命。我這

個人，我的 “being”是怎樣的呢？神學生

有常常停下來反思，深入認識真正的我是怎

樣的嗎？上帝給我特質和潛質是甚麼？我有

沒有發揮出來被主所用？過往的人生旅程，

許多的轉變和經歷，在我生命中帶來甚麼改

變？雖然是這樣，在我裏面仍有那些是一致

的和不變的？我是一個怎檥的人，我能尊重、

欣賞和肯定自己，同時又能接納自己的陰暗、

限制和瑕疵？我知道自己要成長和努力的地

方？與自己內在的真我結連極之重要，因為

一生的果效都是從心，從裏面的我發出。我

們發現牧職上許多人的問題，當中不少是牧

者的個人問題。

神學生第三個結連就是學習與信仰群體建立

相愛相屬的關係。對一些神學生來說，禮拜

堂的實習可能是雞肋，因為課程和教會要求，

所以不能不參加，但肯定不是放在優先位置，

甚至可免則免。神學生要學習看教會是上帝

賜予自己生命恩典的渠道，讓我的生命得着

牧養和成長，我的信仰必需要群體的。潘霍

華在《團契生活》中指出：上帝使我們的弟

兄姊妹成為聖言的宣告者，我們從別人的口

聽到基督的話。我學習與弟兄姊妹一起在社

區活出光和鹽的生命見證。我能在教會中經

歷到上帝生命的彰顯和聖靈能力的作為。與

教會生活緊密結連，讓我埋身地學習到信仰

生活的本質，就是彼此相愛、包容、接納和

寬恕。我們在教會中免不了經歷到信仰群體

中許多人性的問題和限制，但當我們努力按

基督的教導，嘗試去接納和克服，我們便逐

漸曉得如何建立，合乎上主心意，充滿生命

的教會，這正是神學教育所要達至的。

第四種結連是與我們所處身的社會和世界結

連。基督教信仰不是避世，等待將來的救贖，

而是入世的，因為上帝是一位進入世界的神。

上帝為世人帶來生命和救贖的高峯，是道成

肉身與我們同住，成為我們的鄰舍。所以這

個世界是神學生與上帝生命和作為結連，學

習與上帝同行，經歷聖靈大能的最佳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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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出來傳道引用以賽亞書 61章，他回答誰

是我的鄰舍，帶出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他

告訴我們你們做在一個最少弟兄身上就是造

在我身上的信息。一切一切都告訴我們，神

學教育的埸境，不只是課堂和課程，也是在

露宿者聚居的天橋底和行人隧道內、是捱貴

租的劏房戶，是為忠於良心爭取正義被囚的

人士。與社會中被罪惡權勢奴役的人站在一

起，尋求他們福祉，就是學習實踐愛上帝愛

人的最大誡命，見證上帝國的臨在。神學教

育就是讓神學生的生命在實踐中經歷愛、活

出愛和被愛所改變。

第五種結連是與歷世歷代信徒的信仰與生命

相通結連。上帝藉着先賢先哲的信仰、思想、

言行，幫助我們進入上帝在歷史中所啟示的

真理和生命。這些人物大多數是我們要透過

他們的著作來認識他們，所以神學教育必定

是引導和幫助我們閱讀，打開歷世歷代的信

仰寶庫，學習浸沉和傳承不同世代的豐盛信

仰、歷史、智慧和傳統，好讓我們和教會的

生命得着擴濶和提升。我們在神學院學習東

西方教父思想，中世紀聖多馬的經院哲學、

宗教改革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思想，17世紀

的理性主義，經驗主義，自然神學、18世紀

的敬虔主義，聖潔復興運動。19世紀的自由

神學與基要主義。20世紀的存在主義，社會

福音。還有近代的巴特，田立克、布特曼，

強調行動的解放神學，婦女神學、詮釋學、

敍事神學，靈修學、崇拜聖禮神學等等，這

些既豐富又多姿多彩的思潮，都教導我們信

仰在獨特的處境，需要以獨特方式向當代的

人重新作出陳述和詮釋，以回應時代的需要。

前輩們鼓勵和挑戰我們要努力閱讀，認識和

扎根於教會豐富信仰傳統，作個能理性思考

分析，傳遞扎實生命信仰的人。 

我相信神學教育必須是培養修習者成為一個

能夠結連的人，與上主、與自己、與教會、

與世界、與信仰傳統緊密結連，才能不負上

主的呼召和託付，成為合用的器皿，祝福教

會和社會。

 （編按：以上為林崇智牧師去年出席本院神學日感恩崇拜之
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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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皮和同是音樂人的林思漢 (‘09 MACS; ‘18 MDiv)惺惺相惜，後二人更
成為校友。

伍家豪，綽號「阿皮」，2013年於本院完成基督教研究

文學碩士，再於 2015年完成神學研究文學碩士，現於

香港浸會大學校牧處任樂隊教練，負責浸大基督徒樂隊

（BUCB），推動音樂事工，也是神學音樂教育平台事工

計劃 “TheoMusicHK”的始創人。

心裏有個謎

「團契必須要小學二年級生才可以參加！」就因為老師

的這句話，小小年紀的阿皮在一年級時，已經對團契生

活充滿好奇，也滿心期待。「究竟為何二年級才可以參

加團契呢？」帶着這個疑問，阿皮進了團契，雖然始終

未能解開謎團，但他就在校園信主；雖沒有驚天動地的

經歷，但他深信校園事工的重要，也堅信校園就是播下

福音種子的最佳地方；也正正因為這個原因，多年來，

他一直以自己的專長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校牧處忠心事奉。

「十年前，同是基督徒，也是份屬好友的林思漢，因前

往崇基讀神學而辭任浸大校牧處的工作，我剛好填補了

他的空位。如今，我已在此事奉了十年。」阿皮很享受

和大學生們同行。「透過校牧處的工作，我可以接觸很

多有心志的基督徒大專生，陪伴他們成長及探討人生。」

作「樂」不斷

浸會大學每年都有一個大型的畢業生音樂會，這個傳統

已經二十年。阿皮領基督徒樂隊成員一起商討出一個緊

貼時事，切合時代的主題，然後透過不同的活動作出反

一切從校園開始
伍家豪 (’13 MACS, ’15 MATS)

省，最後創作歌曲，製作一個屬於他們的音樂會來回應

信仰；他們就曾以「盼望」和「饒恕」來作為年代主題；

「畢業生都會花不少心血作曲、填詞，希望能令觀眾有

更多體會。最近，香港湧現移民潮，我們創作時也嘗試

加入這些元素。」每年的音樂會都令受眾大受鼓舞，阿

皮和同學們都樂此不疲。一講起大專樂隊，阿皮總是眉

飛色舞，手舞足蹈。

「每年的主題和歌曲均不重覆，數年下來，我們都存了

一定數目，為不同主題而創作，既能夠鼓勵人心，又能

引起反思的歌曲；若只能在週年的音樂會上演出則太可

惜了。」故此，阿皮思考如何更好地利用這些寶貴的成

果。「讀完神學後，我一直希望創作的作品能夠可以引

起神學的反思。」資深的媒體工作者春麗曾提醒他， 

無論音樂會搞得多成功也好，只是影響了一部分受眾，

若能放於網上平台，則可以長遠地影響到更多受眾。 

阿皮深表贊同，於是自去年起便開始着手於網上平台，

和聽眾分享其音樂創作。

他期望在第一階段把已創作的歌曲錄製 MTV，於網上

平台播放；邀請各大神學院的老師按相關不同神學主題

撰文，受眾可以藉此更深入了解神學內容；第二階段， 

聚集具神學背景的音樂創作人，創作新的神學詩歌作品；

待第三階段，將平台推展到其他大專院校，將不同院校

基督徒樂隊的原創作品整合，集中資源，讓教會了解基

督徒大專生的創作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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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創作或牧養工作須投入大量時間，他感謝太太一路上的默默支持。

阿皮非常重視一年一度屬於畢業生的音樂會。

樂此不「皮」

和很多音樂創作人一樣，阿皮不欲因循，時時都想加入

新的元素，突破自己。除了創立一個音樂平台，阿皮更

構思為大專聯合樂隊訓練新血；來自信義宗教會的他希

望在教會推動崇拜改革；他眼見坊間的敬拜課程雖然很

完備，但始終未能滿足不同宗派的需要及傳統，故較難

學以致用。他期待未來可以在宗派的不同教堂中招聚志

同道合的音樂人，一同為宗派設計最適合的崇拜程序和

內容。他深感崇拜部分可以加入更多傳統的元素，例如：

三代經課和為社會而撰寫的禱文等等，讓信徒一起認識

傳統馬丁路德的精神；他更希望能結集這些音樂人，一

起以音樂服侍總會。「但一切都要待疫情之後才能進行

了。」阿皮的滿腹大計正排着隊等出爐。「我希望以創

作詩歌來回應世代，不單影響自己的堂會，也能有朝一

日介紹予宗派內其他堂會。」

「疫」境自強

疫症期間，大學既沒有迎新營，也沒有活動可以接觸新

生。「校牧室可以如何服侍大學生？」即使面對種種實

際困難，也無阻阿皮事奉的心志。他仍是非常積極， 

嘗試透過不同途徑接觸校園新生。「疫情期間，舉行網

上音樂會，聯合詩班等等，作了不少前所未有的嘗試。」

本科就讀社工系的阿皮，進入大學後才瘋狂地愛上音樂，

從此改寫了他的職業生涯。大學畢業時，家中正需要錢

用，但他卻沒有如家人期望成為社工，享受高而穩定的

收入，而把呼召和興趣置於首位，成為一名身兼牧養和

音樂創作一身的校園工作者 。

「我求上帝讓我可維持生計，而一路走來，我看見祂豐

富的供應。」

「源」來自崇基

「崇基神學院有着持不同神學觀點的老師，他們的講課

深深地影響着我如何思考問題及如何待人處事。」阿皮

在崇基神學院完成了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和神學研究文

學碩士課程，除了課程要求，他更額外旁聽了不少課堂！

「我很享受每一門課：我曾跟邢福增老師去墳墓，聽他

介紹每一個主人翁的故事；曾隨盧龍光牧師，在課堂中

一同思考祭祖的傳統和基督教信仰的衝突；隨青蛙老師

（葉菁華老師）看馬丁路德的生死觀，了解何謂居間復

活；陳龍斌老師的課更令我感到高深莫測的神學內容是

可以和生活有聯繫的，令我很感動。」課堂令他對神學

學習欲罷不能，完成一個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後，再於

崇基完成神學研究碩士課程。

「崇基的課堂幫助我研究不同的課題。」阿皮感覺到

在崇基所學的神學知識都很「落地」，能學以致用。 

「曾在大學遇到一個團友因朋友自殺而令她陷入沉思，

懷疑未信的朋友是否能上天堂。」阿皮因無從安慰團友，

深感無奈之餘，不忘思考如何可以透過自己的信仰能幫

助她渡過難關。「那時我想起青蛙老師在課堂中的一句

話：『如果天堂並沒有自己喜歡的人，那個地方再好又

有何意義？』」這句話令我感覺很深刻，也用作安慰 

朋友。

在 2022年一月底正式推出的 “TheoMusicHK”神學音

樂教育平台事工計劃的頭炮，他便引用這團友的故事， 

輔以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羅永光博士和母校葉菁華教授的

文章來和大家一起思考生死神學；網頁也上載了一首由

何淇作曲，由喵填詞的原創歌曲《草原》，希望為曾經

歷過與親友分離的心靈帶來安慰。 

（訪問、撰稿：李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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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00位師生及親友出席

去年 11月 6日，本院於香港中文

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舉行神學日

感恩崇拜，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

聯合教會卸任會長林崇智牧師證

道。主禮及出席者包括：崇基學

院院長方永平教授，崇基學院校

董會副主席及神學校董侯運輝先

生，崇基學院校董黃慧貞博士、

蒲錦昌牧師、區志偉教授、梁廷

溢博士，崇基學院校牧高國雄牧

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會長林津牧

2021神學日感恩崇拜

師；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執行委

員會主席陳應城教授；神學校董

會主席蘇成溢牧師、副主席陳衍

昌法政牧師、神學校董會校董馮

少雄博士、梁靄庭牧師、梁遠耀 

牧師；本院院長葉菁華教授、副院

長關瑞文教授和白德培教授、教牧

事工部名譽主任王家輝牧師、專任

老師龔立人教授、邢福增教授、 

葉漢浩教授、黃慧賢教授、王珏教

授（感恩崇拜主席）、德詩婷教

授、李均熊博士，兼任老師任志強

博士、劉耀生博士、古丹青博士、 

陳劍博士、歐偉民博士、莫介文博

士、謝甘霖博士和林以諾先生。 

實體參加者總數接近 500人。

基於防疫考慮，神學日只容讓主禮

團、同學、畢業生、新生和畢業生

的親友於現場參與；身在外地的畢

業生等均以網上參與。場內採取多

項防疫措施以確保安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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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致辭

林崇智牧師證道後（講道內容刊登

於本通訊首頁），由葉菁華院長介

紹 55位新生，神學校董會校董梁

靄庭牧師為新生祈禱；關瑞文教授

和葉漢浩教授分別介紹學位、文憑

和證書課程共 70位畢業班同學。

崇基學院院長方永平教授和葉菁華

教授頒授證書；畢業生代表黃偉然

同學致辭，他提及在崇基神學院的

所學，並感謝老師們的教導。致辭

後，由崇基學院校董蒲錦昌牧師為

畢業生禱告。（畢業生致辭刊登頁

20）祈禱後，由葉院長作校務簡

報。

隨後，由許開明牧師、侯運輝先

生、梁廷溢博士、黃慧貞博士、 

區志偉教授、方永平教授頒發獎學

金予各得獎人；及後，梁遠耀牧師

為崇基神學教育基金祈禱；高國雄

牧師領唱崇基校歌後，由陳衍昌法

政牧師祝福及差遣眾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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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菁華院長作校務報告

葉院長在校務報告中歡迎在場及在

線的各位參加者，並回顧過去一年

上主的恩典。他提及在疫情持續及

香港政經情況變化下，同行者仍積

極支持本院。其中，新聖堂暨容啟

東校長紀念樓興建費用之不敷之數

在過去的大學財政年度已全數籌

足，而 2021年 3月的步行籌款總

額也打破紀錄，籌得超過 203萬

林崇智牧師證道「神學教育就是結連」

神學日感恩崇拜由香港循道衞理聯

合教會卸任會長林崇智牧師證道，

其講題為「神學教育就是結連」。

他與本院新生及畢業生分享神學教

育是：

（一） 神學生的生命與上主的生命

活潑緊密地結連；

（二） 與自己的生命，人裏面的 

“Being”，裏面的我結連；

（三） 學習與信仰群體建立相愛相

屬的結連，學習彼此相愛、

包容、接納和寬恕；

（四） 與我們所處身的社會和世界

結連；

（五） 與歷世歷代信徒的信仰與生

命相通結連；這樣就可以不

負上主的呼召和託付，成為

合用的器皿，成為教會和社

會的祝福。（講道全文刊登

於本通訊首頁。）

林牧師於 1983年在中文大學崇基

學院神學組畢業，獲神道學學士

(BD)，並於 1994年赴美國愛梅麗

大學 (Emory University) 康特勒神學

院 (Candlor School of Theology)進

修，2002年獲教牧學博士 (DMin)

學位。林牧師於 1987年按立為香

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屬管牧師， 

曾任該會多所禮拜堂主任、屬校校

監、社會服務部執行幹事、聯區

長、牧師部及總議會書記等職， 

亦曾任世界循道衞理宗華人教會聯

會主席、亞洲循道衞理宗協會主

席。2015年至 2021年間為循道衞

理聯合教會會長，現任該會安素堂

主任。

港幣；他又報告今年度新生共 55

人，畢業生共 70位，並介紹本院

新教職員；他報告課程重構計劃進

展，包括諮詢同學、宗派代表的

意見；他預告 2022 年 2 月第 25

屆傳經講座由聖經學者 Thomas L. 

Thompson教授主講；他介紹 2021

年設立的主日「未圓經課」分享；

亦就本院研究、出版事工、交流項

目及財政狀況作簡報；最後，他表

示本院將於 12月 4日舉行聖堂暨

容啟東校長紀念樓啟用十周年之感

恩崇拜。

此外，葉院長在致謝環節，特別感

謝容啟東校長的家人容應豪伉儷和

容應傑博士蒞臨神學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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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線上同感恩

2003年起，神學校董會決定籌建新聖堂，這個建築計劃

之籌款工作至今已近二十年。期間得蒙眾多同行者在各

種崗位以不同方式參與和支持，祝福不少人。本院早前

終於籌足聖堂暨容啟東紀念樓興建費用，並於去年 12月

4日舉行聖堂暨容啟東校長紀念樓十周年之感恩崇拜。

現場共有 175位嘉賓、同行者、校友和師生出席，線上

實時超過 300人透過 YouTube 和 Facebook 收看。

參加者眾

當日出席者包括：崇基學院校董會副主席及神學校董 

侯運輝先生、崇基校董黃慧貞博士、林津牧師、崇基校

董及神學校董范晉豪座堂牧師；神學校董會主席蘇成溢

牧師、副主席陳衍昌法政牧師、神學校董馮少雄博士、

郭志榮牧師、曾立基先生；崇基學院第三任校長及崇基

神學院第一任校長容啟東博士次子容應傑博士、校友 

郭炳江先生、聖堂籌款委員會主席李炳光牧師、前院長

盧龍光牧師任分享嘉賓，並由本院名譽校牧王家輝牧師

主持。 

除此之外，陳日君樞機、容校長的長子容應豪先生及夫

人、前崇基學院院長梁元生教授；歷屆學生會步行籌款

籌備委員會主席黃偉昌牧師、姚志豪牧師、曾美娟牧師、

趙秀娟牧師和陳潔怡宣教士（網上出席）；神學院校友

會黃家燦先生；一眾熱心支持者、同行者文吳泳沂女士、

文綺芬博士、余文綺珊女士、黃卓禧蘭女士、郭炳江夫

聖堂十周年感恩崇拜

人等；中文大學校園發展處（工程）、企劃建築師林偉

民先生、企劃工程師莊學文先生、陳永堅伉儷及太平洋

室內工程有限公司同事、蔡漢平先生及其建築工程團隊；

線上嘉賓，包括吳樹培副校長、蘇以葆主教、崇基校董

楊有志牧師、陳喜威少校、神學校董鄧詠恩女士、梁遠

耀牧師、駱維道牧師、Mr. Albert Hung、Prof. Timothy 

Light、林秀女士、義務攝影師林耀明先生和何潤基伉

儷、本院副院長關瑞文教授、白德培教授、龔立人教授、 

邢福增教授、李均熊博士、葉漢浩教授、黃慧賢教授、

王珏教授、任卓賢教授、德詩婷教授、本院詩班、各課

程同學均實體及在線參與。

分享環節

感恩崇拜中除有四位嘉賓分享，更播放了兩個錄影片段：

感恩分享短片：https://youtu.be/8l8jBFSUPZY及誠心致

謝短片：https://youtu.be/6IbgItlJBvc，與大家重溫建堂

的點滴及使用者的感恩致謝。

葉菁華院長致謝

當日崇拜主持為本院院長葉菁華教授、唐展煌先生任司

琴、陳曦女士及陳曉君博士作英語傳譯。葉院長在致謝

及報告時，特別感謝大家撥冗在現場及網上參與這次

感恩崇拜，為聖堂十周年前籌足全部興建費用而感恩； 

他特別提及聖餐桌上的聖堂暨容啟東校長紀念樓的模

型，表達了把此建築物獻呈上帝的心志，並為此感恩。

他感謝出席的所有嘉賓、同行者、師生和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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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歲之捐款人出席

計劃由開始籌備至今已近二十年，期間得蒙眾多同行者

在各種崗位以不同方式參與和支持。其中一位是今年已

達一百零一歲之長者文吳泳沂女士，她由兩位千金文綺

芬博士、余文綺珊女士陪同出席。以下是她部分的分享

內容，片段中由其女兒幫忙讀出。

「我希望這聖堂能讓更多人認識上帝，親近祂，得着這

人生最美的祝福，可以有更豐盛的生命！在我有生之年，

可以為上帝獻上，實在是我的福氣。 今天我已滿 100 歲

了！我再衷心感謝上帝浩瀚如大海的恩典！我這一生一

切一切都是上帝的賜予。希望在返天家前，能繼續榮耀

祂的名！一切榮耀歸於上帝！」

短片中，崇基學院第三任校長及崇基神學院第一任校長

容啟東博士次子容應傑博士分享容啟東校長的貢獻、 

前院長盧龍光牧師分享文吳泳沂女士的熱心支持、聖堂

籌款委員會主席李炳光牧師分享感恩事項、神學院校友

會黃家燦先生分享校友會籌款之點滴和時任校董會主席

陳衍昌法政牧師談及聖堂和神學教育的關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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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分享

崇拜設有分享環節，分別由容應傑博士、郭炳江先生、

李炳光牧師和盧龍光牧師分享。以下為內容撮要： 

容應傑博士 
容啟東校長次子容應傑博士分享父母於六十年代搬入遠

離市區之崇基校園的往事，退休生活和晚年逸事；他也

談及一家和各崇基人的相遇，相識和相交；他同時感

謝崇基人，即使父親已退休數十年，仍然沒有忘記他， 

並通過以其父名字冠名於崇基學院神學院的建築物─

聖堂暨容啟東校長紀念樓以記念其父的貢獻。 

郭炳江校友 
郭先生表示欣賞崇基學院和神學院的精神，並指出在此

處讀神學獲益良多，特別學懂了以不同角度看事物， 

堅守聖經的教導，盡心、盡性、盡意地去愛神；他也感

謝在患難中和徬徨時太太的支持和陪伴，又談及聖堂對

他和家人的意義；他亦勉勵同學，人生未必常常在順

境之中，但必須緊記上主從未離開，祂必垂聽禱告。無

論生命中有何風浪，活着的上主自有其時間表和計劃， 

我們只須在聖經和禱告中抓緊上主，竭力傳講福音。 

李炳光牧師 
李牧師提及聖堂的籌款工作終於完成，各位都應存感恩

的心，感恩自己有機會與主同行和同工，並在當中把最

好的獻給上主；他也分享自己籌款的經驗，秘訣是「快」

和「準」：除了要把握時間把籌款的信息傳遞給人， 

也要準確地把籌款的意義相告，不要「拖」，以致使奉

獻的熱情冷卻；他又談及當終於能夠籌到最後一筆款項

時，他感到「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羅 8:28）；他同時提醒大家要緊記凡事謝恩。 

盧龍光牧師
2000年初，面對逐步增加的神學生人數，盧牧師深感神

學院需要一個適合的敬拜場所，在李沛良院長、梁少光

秘書長、陳衍昌牧師和李炳光牧師的支持下，整個工程

計劃於 2003年展開，當中經歷了三次換則師，最終敲定

以天圓地方的設計成為聖堂的草圖；盧牧師談及容啟東

校長的貢獻，及當年校董會通過以容校長名字為新大樓

命名以作紀念的往事；他也提及在籌款和工程中雖有困

難，但也瞥見上主的恩典。

衷心致謝

感謝上主，聖堂已建成十年，讓我們來自世界各地的教

師團隊及同學在此建築物內敬拜上帝，聆聽聖道，同心

禱告，同領聖餐及共同學習。

我們的聖堂設於 G樓層，總辦公室設於 LG1樓層，祈禱

室於 LG2樓層，定期舉辦祈禱會，讓神學生及其他中大

同學親近上主；毗連的活動室除了進行課堂，也供教會、

機構租用作退修等用途，亦曾舉辦神學研討會；而 LG3

樓層則設有檔案資料室及供名譽高級研究員及客席老師

使用的辦公室。

天圓地方之設計及其中的設施，以至附近清幽的環境等

均令我們非常感恩。

讓我們齊來向上主、向同行者和支持者道謝！

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

news/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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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1月 14日及 15日的獻

心日營，除本港信徒外，也有非香

港地區的信徒透過網上參加，希望

了解本院神學課程。

營會工作坊

營會首天，本院院長葉菁華教授簡

單歡迎各位參加者後，隨即開始「信

仰、召命、人生規劃工作坊」。副校

牧邵倩文姑娘領大家進行 身體放

鬆練習，然後引導參加者回歸內在，

透過默想來回答生命歷程中的一些

問題，以重整生命，再透過圖畫表

達出來；黃慧賢教授則講及實踐神

學教育五步曲。參加組在工作坊中，

一起分享，互相聆聽及禱告記念彼

此的召命。

神學院簡介

翌日早上，葉院長介紹本院特色為

多個教會宗派在公立大學合辦的神

學院，以培訓「識見僕人」。一貫

的精神包括謙卑追尋真理，持守合

一精神，且重視處境、關懷社會、

反思信仰、實踐使命。他也簡介各

個神學課程的性質和入學資格， 

教師和校牧團隊，以及學生活動等；

他特別提及今學年首設的「識見僕

人同行基金」。

校友和學生分享

簡介後，葉院長邀請了校友麥志立會

吏 (‘13 BA; ‘16 MDiv)、鄧浩心同學

(MACS2)和梁盈盈同學 (MDiv2)出席

獻心營，分享他們神學旅程之點滴。

個別面談

本院按照參加者的意願，安排他們

與本院專任教師團隊和校牧團隊進

行個別面談，就參加者欲了解之事

宜作詳細諮詢。

獻心禮崇拜

面談結束後，本院老師和參加者一

同參與崇拜及獻心禮。崇拜由本院

副校牧邵倩文姑娘主持。預備禮後，

同唱《神同在歌》；祈禱禮後同誦

經文：提摩太後書 1:8–14。

崇拜中，邢福增教授分享信息， 

題為：「非如此不可」。他藉提摩

太後書經文，指出保羅如何以自身

的生命，向提摩太作出事奉者「非

如此不可」的教導。（一）不以福

音為恥，敢於在不歡迎福音的環境

中為主作見證。同時，「也不以我

這為主被囚的為恥」，不管是肉身

2022獻心營

上成為「帝國的囚徒」，或是屬靈

上成為「基督的囚徒」，都要預備

為福音使命而承受困苦。（二）立

志成為「聖召」的一部分，靠着上

主，堅立「不朽」的生命。（三）

作好受託者與交託者的職分，不論

環境如何，靠著三一上主，「保守」

及「守住」當盡的責任，即或在懷

疑之中，仍要繼續盼望。最後，他

引用捷克文學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

所言：指出生命中的「非如此不可」，

涉及沉重、必需與價值三個概念：

「只有必須的東西才是重的，只有

重的東西才有價值」。他勉勵參與

的弟兄姊妹，負起生命中的「重」，

唯有這樣才是真實及貼近地面的生

命。

獻心禮上，主禮領參加者向上主獻

呈心志。最後，由候任校牧姚志豪

牧師施聖餐及差遣祝福各參加者。

識見僕人同行基金詳情： 

https://www.theology.cuhk.edu.

hk/ServantsofDiscernment

入學詳情： 

https://www.theology.cuhk.edu.

hk/tc/ad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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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課堂體驗

【帶你走進神學的世界】
本院一連四講之課堂體驗於去年11月9日打響頭炮：第一堂課由本院葉漢浩教授透過社會修辭學與參加者研讀腓立比書一
章，進而探討兩難中的使命；12月7日，由王珏教授主講，題為「流放：一個希伯來文學的結點」；2022年1月4日，副院長
白德培教授主講，題為“The Wind Blows Where It Will: Christianity as World Religion”；1月18日，副院長關瑞文教授主講，
題為「眼花撩亂的神學」；四堂網上體驗課程一共吸引接近570位公眾人士參加。 

第一講：「兩難中的使命：社會修辭學讀腓立比書一章」

葉教授以腓立比書1章23–27節中保羅面對兩難的局面開展討論，接着，他談及信徒在釋
經過程中容易遇到的危機，例如：先入為主地以文字表面意思或以今天的處境去理解經

文。他向參加者介紹從社會修辭學進路去理解經文，包括內文層、文本互釋層和社會文

化層來釋經。 

最後，他以今天信徒正遇上的人生去留抉擇作例子，透過保羅在腓立比書的教導來勉勵

大家：無論去留，最重要的是堅持使命，活出天國國民身份和價值。 

第二講：「流放：一個希伯來文學的結點」

王教授首先向參加者解釋「流放」和「家園」的定義，再透過向大家介紹古代西南亞以

色列和猶大周遭的帝國放逐政策及新巴比倫時期、波斯時期和希臘時期的猶大史，以幫

助參加者對流散人民和他們的「家園」的歷史、政治環境有初步了解；其中，她介紹流

放文學 (Diasporic Literature) 及創傷文學 (Trauma Literature)，當中反映飽受國破家亡、聖
殿被毁、被流放於帝國中心的猶大人經歷災難和創傷後的情況足以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 (PTSD) 等；她又領參加者看《耶利米哀歌》中，耶路撒冷的居民在廢墟中以片斷式的
方法描述國家被亡、家園被毁、生靈塗炭、無辜者受害的情境，質問上帝，表達對上帝

的不滿和憤怒；在《詩篇》137篇中，流散群體亦表達了對耶路撒冷和聖殿毀滅的完全絕
望和憤怒；《以西結書》中分析其信息在被擄群體中起的作用，為這群生活在絕望中的人帶來希望；分析流散群體因國

破家亡及被擄而引發的多重身分議定、建構及重構；講解流放成為猶太民族自我意識的結點；又以流放結點看其對希伯

來文學創作的影響，包括《律法》和《先知》。 

第三講：“The Wind Blows Where It Wills: Christianity as World Religion”
白德培教授向參加者總覧世界基督教，當中提及1910年愛丁堡使命會議至今，無論在
參加者的年齡分佈、男女比例、族群比例和地域分佈方面都更加趨向均衡；他特別提及

在非洲地區及在歐洲地區基督徒人數呈相反走向（非洲基督徒人數大幅增加，而歐洲基

督徒人數大幅減少）；領參加者一同探討基督教和神學的新研究領域，介紹相關的研究

中心和全球性基督教機構等；提出一些研究基督教時的常見提問和世界基督教的一些特

色；在總結時提及香港教會有不同傳統和源流，也孕育了不同基督教的信仰表達：傳統

天主教或主流基督教；政治上較保守的或是積極追求社會公義的，理性或非理性的，全

球性的或本土性的，處境化的或受西方影響的等等。 

第四講：「眼花繚亂的神學與活生生的信仰」 
關教授向參加者介紹部分具影響力的神學傳統，包括福音派、五旬宗／靈恩、新正統主

義、政治神學、解放神學、女性主義神學和身份政治神學；透過寡婦捐兩個小錢的經文

向各位參加者展示不同神學傳統對於信仰和聖經的不同詮釋，並利用簡化的模型來向

參加者說明神學是怎麼的一回事；介紹基礎神學、系統神學、實踐神學的性質、方法

學上的假設、代表神學家及它們所面向的三類不同對象，包括：學術群體、教會、和

社會，它們的論證方式，衡量真理宣稱的判準和所採納的語言等等來向參加者展示何

謂神學；以年青時的一段愛情荳芽小故事來類比信徒對上帝的愛，藉此來表達讀神學

就有如信徒對信仰的渴慕，對追求真理的熱切，也就是「信仰尋求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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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13日，龔立人教授帶來一連三講「在自

己地方被視為陌生人」專題系列中的第三講「南韓」。

講座正式開始之前，本院副校牧邵倩文姑娘和超過 

60位參加者同在線上感受本院鐘聲，進行身心協調和

聖言默想（以賽亞書 12:2–6）。

在自己地方被視為陌生人—南韓

龔教授在第三講中先簡單介紹南韓的社會、教會情況，

流行文化和民主化進程。他介紹基督徒總統李承晚的

獨裁和暴力管治方式，導致 419學生運動，有百多人

死亡；龔教授再介紹朴正熙和全斗煥時期的社會情況，

讓參加者明白南韓的政治背景和情況。

然後，龔教授介紹當地教會情況，基督徒數量的變化、

南韓民主運動的組織中基督教組織所佔的百分比等；

龔教授也告訴參加者， 基督宗教的價值和實踐為社會

轉化和思想提供重要資源，例如：基督宗教打破當時

社會階層，即不同社會階層可以一起崇拜；另基督宗

教為 20世紀初獨立運動提供重要思想啟蒙等。他也

說明很多例子，顯示南韓之基督教選擇了與「民眾」 

一起。

龔教授也講解，韓戰和教會的關係：例如由北韓到南

韓的基督徒；教會對韓戰倖存者的情緒和物質支援；

「在自己地方被視為陌生人」
專題系列—南韓

下學期聚會將於每月第四個星期一早上 10時 30分至中午 12時以 ZOOM網上

形式舉行。內容包括：安心穩步（Grounding）、聖言默想、專題分享、答問交

流及禱告祝福。

2022

網上報名：https://cloud.itsc.cuhk.edu.hk/webform/view.php?id=2788257

戰後，南韓人因都市化而面對的就業和居住困難， 

教會也成為一個重要支持。難民經驗和都市化令南韓

的家庭模式轉變，他們特別注重教育，卻對政治毫不

熱衷；他也介紹了六十年代教會和教會牧師的主張、

教會參與組織工會和爭取勞工權益的情況及提供社會

服務和支持民主運動等；提及教會的參與也促成 1975

年民眾神學的出現，為教會參與社會帶來重要推動力；

南韓教會的國際網絡也有助推動民主運動；跟學生組

織一樣，國內基督徒建立跨地區組織（例如，教會婦

女聯會、基督徒學生聯盟、普世青年議會），也與國

外基督教組織有密切關係，提供資源如經濟、人力和

外交壓力。

聚會結束前，由邵倩文姑娘禱告及祝福各參加者。

 日期 講員 題目

 2月 28日 
任志強博士

 大齋期：叫受壓迫的動物得自由

 3月 28日  大齋期：動物有福音傳給牠們

 4月 25日 黃慧賢教授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與反蓄婢運動（19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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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以來首次實體舉行

2021年 12月 18日，本院舉行疫情

以來首次實體舉行的課程資訊日，

接近四十位有興趣報讀神道學學士 

(BD)、神道學碩士 (MDiv)、基督教

研究文學碩士 (MACS)、神學碩士 

(MTheol) 及神學博士 (DTheol)課程

的人士聚首一堂，以了解本院的課程

及入學申請程序。

簡介神學院

葉菁華院長介紹崇基校名由來、 

校訓、創辦宗旨、神學院的歷史、 

特色，同時也特別介紹本院合一精神

的內容；本院和香港中文大學及崇基

學院的關係，經費來源，校園環境等

資訊；葉教授也向參加者陳明本院

開放、自由、批判，但同時也重視傳

統，注重群體生活及靈命，既忠於傳

統，也適切於處境的治學態度。

各課程介紹

簡介後，本院就參加者欲報讀之課程

分成四組，由黃慧賢教授、葉漢浩教

授、龔立人教授、葉菁華教授和李均

熊博士分別介紹課程神學碩士、神學

博士、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神道學

學士和神道學碩士課程的學習目標、

入學要求、科目範圍、課程結構、 

課程資訊日

修業期限、畢業要求、評核方式、授

課語言、學費和申請程序等等資訊。

聖堂導賞

簡介會開始前，祈禱室開放予參加

者，由副校牧邵倩文姑娘播放泰澤詩

歌，領 參加者安靜禱告；今年一如

既往 設聖堂導賞，本院老師領各參

加者參觀聖堂、鐘琴、耶穌為門徒洗

腳像、神學樓宿舍，以及本院紀念胡

秀英博士的冬青樹。每位參加者皆獲

得一份精美的紀念品，以作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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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至 4日，在學期完結之際，

本院在長洲慈幼靜修院舉行退修

營，讓同學們可以騰出空間，回歸

自身、回歸大地的身體、回歸基督

的身體，以得到安靜、休憩和滋養。

整個退修營會設有聖經默想，欣賞

日出，參觀靜修院聖堂，默觀大

地，身體自覺練習，享受靜食和靈

修指導環節，也有明陣安靜祈禱時

間，更安排和諧粉彩繪畫讓同學透

過畫畫抒發感受。晚上，更有回顧

2022 崇基神學院退修營—回身之旅
及分享時間，當然有不少得的宵夜 

時段。

本院副校牧邵倩文姑娘和教牧事工

部同事蕭凱文女士均出席退修營

會，候任校牧姚志豪牧師也特別抽

空出席，在營會施聖餐和領同學參

加苦路默想。

同學均感到營會能幫助他們在緊張

的學期中，身、心、靈皆得到真正

的休息和放鬆，非常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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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禮時拍攝

其中一位指導導師主持的迎新座談會，講解如何進行行動研究最後一次匯報後拍攝

MACS同學自組探訪
聖公會聖士提反書院文物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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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贊助的 IASACT，

自 2015年開始由本院全面負責執行籌辦工作。然而，

自 2020年起受到全球大疫症影響，不再以連住宿的暑

期研修計劃方式進行，而改為以網上形式進行學術研討

會。儘管學者在疫情下進行學術研究時遇到許多阻礙，

IASACT繼續致力提供資助予學者進行研究，同時邀請了

兩位分別來自美國和菲律賓的資深學者擔任指導老師，

對參加的學者提供意見。2021年的主題是促進學者進行

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去年共收到 54位學者報名，

於7月下旬完成篩選，挑選出10位分別來自印度、印尼、

緬甸、菲律賓、泰國、斯里蘭卡和越南的學者。IASACT 

2021剛於去年 8月 9日至 11月 12日期間在網上圓滿

舉行，活動包括 8月 9日舉行的開幕禮和迎新座談會，

以及分別在 9月和 11月舉行的中期及後期匯報，學者

也先後與指導老師多次進行網上會議探討和修改研究方

向，並於 12月中旬呈交了研究報告。

2022年 1月 2日，本院基督教研

究文學碩士課程（MACS）班長 

陳民彧同學 (Adam)和校牧助理葉

穎姍女士 (Susan)於下學期開課前，

自組前往赤柱探訪聖士提反書院文

物徑參觀。

三小時由學校陳老師、巫老師和講

解員帶領的「深度遊」包括：參觀

書院大樓及大禮堂、小教堂、赤柱

軍人墳場和文物館。本院龔立人 

教授、邢福增教授、黃慧賢教授、

王珏教授、任卓賢教授和本院職員

等也有參加。

根據 Susan表示，MACS同學來自

不同背景 , 希望與同學發起不同的

非官方活動，在課堂以外彼此分享

經驗。是次活動發起人 Adam是

聖士提反書院校友，父親是教授

歷史的陳國培老師。Adam希望向

MACS同學們分享母校的文物徑及

有關二戰期間香港淪陷的歷史。

感謝他們的用心安排，活動反應熱

烈，不但吸引了同學和家人們參

加，連本院老師和職員們也大感興

趣。參觀完結後，大家更一起分享

所見所聞，所思所想。

相關資料：

https : / /www.ssc .edu.hk/ l inks /

ssctrail/chi/docent.html

亞洲文化與神學高級研修班 (IAS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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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三日的第十屆「基督教與中國

社會文化」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在

網上平台 ZOOM舉行，今早舉行

「開幕禮」。典禮由邢福增教授主

持，由方永平教授（崇基學院院

長）、黎子鵬教授（香港中文大學

文學院副院長（學生事務）、前崇

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中

心主任），和本院院長葉菁華教授

致辭。方院長提及自 2002年始崇

基學院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推動中

國文化與社會的學術研究，並鼓勵

學者們互動交流；黎教授亦表示文

學院尤其是在中國以及本地域的研

究方面，培養年輕一代成為具有想

第十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 
青年學者國際研討會

像力和社會責任感的學人；葉院長

在致辭中感恩能夠透過香港中文大

學基督教研究中心這個平台合辦研

討會，為促進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

化的研究獻上綿力。他又提及青年

學者的論文正正說明了研究現代中

國的歷史、社會、文化是不能忽略

基督教的。

今年參與研討會的年青學者共 18

名，分別來自香港、中國、台灣、

英國、美國及加拿大的學術機構，

均是有志於基督教與中國社會文化 

研究的青年後學。此外，研討會邀

請了三位學養精醇的著名學者擔任

顧問教授及主講公開講座，分別

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梁元生教

授、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黃克先

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 

瞿旭彤教授，藉此扶植後學以及分

享他們對基督教研究的灼見。是次

會議超過 170人報名，非常踴躍。

無懼雷伊．雨中作賽

因疫情停頓了的神學院足球聯誼賽於 2021年 12月 20

日在黃大仙摩士公園足球場再度舉行。是屆總共有五間

神學院參賽，包括：播道神學院 、中國 神學研究院、 

建道神學院、香港神學院和崇基學院神學院。

賽事採取單循環小組賽，每場賽事限時 20分鐘，分上

下半場，中間設 5分鐘休息時間。每兩場有分享時間， 

由各間神學院同學／校友分享。

賽事期間，香港受強烈熱帶風暴雷伊影響，不時下着大

雨，各神學院同學都拼盡全力，雨中作賽！

2021神學院足球聯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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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嘉賓、老師、同學，大家好。我好榮幸，可以代表今年，崇基畢業的神學生，和大家

分享。

不知道大家有否聽過這個小故事：一位著名的科學家，因為近來的研究結果，被學術界以

外的普羅大眾誤解，所以他覺得很煩惱。一次報章訪問，他想澄清誤解，他向記者表示： 

「如果你抽空了背景，直接公布研究結果，那整個研究是毫無意義的。」第二天，報章的

標題相當顯眼：「著名科學家指他的研究毫無意義」。

為何我說這個故事呢？因為這個故事突顯了一個好重要的概念。故事裏面，普羅大眾漠視

背景，錯誤理解研究結果；報章記者更「離譜」，抽空科學家發言的背景，斷章取義地報

道科學家指研究毫無意義。此刻，我想大家已猜想到這個故事所要，呢個故事想要突顯的

概念是什麼。不錯，這概念就是背景或處境 (context)。

處境這個概念，在我來看，是我在崇基學習到一個尤其重要的概念。這概念貫穿在不同的

學科之中。不論在聖經研究、系統神學、教會歷史、還是牧養課，處境這概念，總是在我

們討論。譬如，在這裏學習，我們知道，聖經每段經文，一方面有其上文下理的背景， 

另一方面有聖經作者寫作時身處的處境。神學家亦然，每一位寫神學、做神學的神學家，

都有他們所在的處境。到神學學習時也都一樣，每一位教神學的老師，每一位讀神學的學

生，也有自己的處境。正正我們的處境，讓我們有着各自好奇的問題，讓我們有不同的事

情去探究和發問，也讓我們有自己看事物的角度。當然，處境也讓我們，有我們的偏見和

限制。但無論如何，在崇基的學習，就是要提醒我們，要首先承認，我們有自己的處境，

同時，亦訓練我們，當評論其他人同事的時候，要考慮他們的處境。

當然，我們並非一座孤島；不同人的處境，會有交疊的時候。我們這群畢業生，數年前踏

進這所神學院，一起開始修讀神學，就是我們的處境，開始互相交疊的時刻。相信大家也

會同意，這段日子的神學旅程，比我們一開始預期的經歷，是有相當的距離。尤其是社會

運動連同疫情，最令我們出乎意料。但正正是身處大環境入面，我的的訓練所強調的處境，

就顯得尤其重要。我們這群畢業生，在這幾年獨特的處境裏面，反思過無數的問題，經歷

過爭扎和抉擇。一點一滴都成為我們處境裏面，真真實實的神學學習。

經歷了這幾年的學習，今日要畢業了。我們每一位畢業生，過去幾年藉着在此生活，都成

為這所神學院歷史裏，不可磨滅的一部分，就是這樣，我們每一位都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

了崇基；與此同時，藉着這裏的生活，經歷和處境，我們也把一部分崇基帶走和並留在了

我們的生命。或者今天，我們這群畢業生，在崇基交疊的處境，到了要終結的一刻；就讓

我們這幾年一起經歷過的處境，轉化成生命的一部分，讓他們流露在我們畢業之後，各自

新的處境和崗位上。謝謝大家！

 （編按：以上是畢業生代表黃偉然同學於神學日感恩崇拜的講稿。）

2021畢業生致辭 黃偉然  (‘21 M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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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 4 月左右，最後一次的

FSS（師生研討會），下課堂後，帶

着體無完膚的身軀返回宿舍，眼泛淚

光地跟友人說：「我退學了，真係

讀唔掂！」整篇論文，有七成要重

寫，只剩下一個星期，怎麼辦⋯⋯

轉眼過了十五年，「老土」地說：

猶如昨天。或許，因着久不久也借

意回來，灰心時回來轉個圈、寫寫

講章⋯⋯得了一點安慰後再重返現

實世界，總算不是面目全非。還有

四位教導過我的老師健在，三位文

職同工及一位清潔工友是我讀書時

已任職的。沒想過重返母校，豈有

資格呢？「讀書」與我無法扯上關

係，「神學」更是遙不可及，關我

「咩」事？自小學已無心讀書，  

想過能勉強完成中六七課程，一心

想當警察的我，報名表上記下「欠

1cm高度」，無緣入閘，焉知福禍？

然後去了教育學院進修（主修體

育），好開心地玩了兩年，天天上體

育堂。當年也有作客來過中大打手

球及足球。有幸當了幾年小學老師，

遇上有如自己的學生，我更體會他

們的處境，他們彷彿也感到「被明

白」多了。沙士一年因與校方理念

不同，決定轉校，豈料 8月尾仍未

能再獲教席；經歷上主與亞伯拉罕

式的交易，結果不出兩天，得到 11

個月教席後，「死死地氣」（無可

奈何地）入讀崇基（有興趣面談）。

當年暑假，仍在歐遊之際，還要由

中華基督教會現任副總幹事蒲錦昌

牧師以電話替我註冊學科呢！就是

這樣，我以公費神學生身份入讀神

道學學士課程 (2004–07)。第一個學

期開始時，我其實還未完成當年稱

為公開大學的最後一個學期的「中

國人文學科」呢！

三年的神學旅程，最開心就是常常

和神學樓宿生在大廳看足總盃、 

歐聯，當年還有亞視免費直播， 

後來轉為收費電視播映後，更約了

Dr. Kung（龔立人教授）凌晨出去

「茶記」看直播；內地、緬甸同學

的文化交流（註：髒話的學習），

更令人啼笑皆非；舍音盃更奪得最

佳演出獎呢！老師像貓頭鷹的工作

時間，叫我佩服，更叫我因而得了

安慰。多謝 Dr. Kwan（關瑞文教授）

當年沒有拒絕，使我能抒懷。

那幾年間，我經歷了三位同學的

離世，其中一位是緬甸的 Soe Soe 

Mar，令人感到婉惜；另有一位同學

離世，奇妙的是，如今我回到校園任

職校牧時，重遇他的女兒，現正就

讀神道學碩士一年級，可說是承繼

了父親的心願。畢業後，我被安排

到中半山區的「百年老店」任牧職。

老前輩一句：「老樹盤根，無得攪。」

嚇得我拼了命地相迎；出乎意料地，

過程不但讓我體會到以命相搏和意

志力的重要，更因毋懼被解僱的心

態，令我沒有包袱；講道時，望着

台下的高官賢達，雖然心驚膽戰，

但也以真誠代替了步步為營的分享，

打動了他們，叫他們反省信仰本是

「貼地」的。臨行時，竟有兄姊在

眾人面前對我說「對不起」。任職

的第一間堂會，由 2007年入職至

2008年因腰骨要動大手術，因而只

做了一年零四個月便離職，至今，

他們每年也邀請我回去負責查經班；

有位教友分享時道：「你無走就好

啦！」我笑着回答：「有時長未必好，

我驚你接受唔到呢！保持現在的關

係也不錯呀！」

休息十個月後，2009年 10月 1日，

我重返母會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任

半職宣教師；五個月後，又因分堂

堂主任離任，已沒有受訓的牧職同

工，故我以全職的身份臨危受命，

擔任了葵涌全完堂署理堂主任。 

我到任之時，葵涌全完堂只成立了五

年，因此，可讓我有很多空間去塑

造我心目中所學習或所理解的教會，

晃眼就 11年（2010年 4月 20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離任時， 

葵涌全完堂堂會主席寫了一句話來

形容我：「牧師一向給人的形象是

嚴肅和正經，但老姚（我的花名） 

重新詮釋了牧師這個定義。」我回

應：「有一套電影 “Patch Adam”，

對我牧職影響很深遠，也具啟發

性。」我想：葵涌全完堂給予了我

足夠的空間去實踐神學院所學的，

包括：自由、開放、反思、包容、

接納、多元、欣賞 /突破傳統、顧念

貧窮、關懷世界、進入社區。我相

信信仰就是應「做多過講」。

我來自近日城中關注首個大規模圍

封的「葵涌邨」— 教會座落於中華

基督教會全完第二小學內的葵涌全

完堂。我是姚志豪牧師，你也可以

叫我阿豪。

「你估得到的，

那位就不是上主！」

姚志豪 (‘07 BD)

姚志豪牧師於2月14日到任，為本院新任校牧及本院教牧事工部副主任。

21
21 校牧介紹



由邢福增教授主講、宗文社ZOOM網上課程「炮彈上的耶穌：再思近代中國

基督教歷史」已於2021年12月15日圓滿結束，是次課程報名人數有69位。

宗文社及中國基督教史學會消息

由何明章博士主講「宣道運動在香港」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專題講座暨會員大

會，已於2022年2月19日在網上ZOOM舉行。有75位人士參加，並由香港浸

會大學宗哲系副教授郭偉聯教授回應。講述1949 –1999年宣道會如何在短短

五十年內成為香港堂會數量與聚會人數第二大的新教組織。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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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是過去了，光明是開始了；我們應當為此而歡欣鼓舞，預祝這個新生國家無可限量的遠大前程」

─吳耀宗 (1949)

 「光明開始了！」：
革命時代下的中國基督教（1949–1976）
1949年中華人民共告國成立，中國基督教面對新的處境。在實現革命理想的名義下，中國社會經歷不同政治運

動的洗禮。本課程旨在回顧歷起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並探討政治運動對中國基督教的影響，包括教會組織及體

制的變革，神學思想的回應，以及基督徒在信仰與人性方面的掙扎與抉擇等。

02/3 告別舊中國！革命時代：黨史與基督教史

09/3 保家衛國：抗美援朝與基督教

16/3 我要「洗澡」：思想改造與基督教

23/3 披著宗教外衣：肅清反革命與基督教

30/3 怎生成了右派？：反右鬥爭與基督教

06/4 三面紅旗在飄揚：大躍進與基督教

13/4 徹底砸碎舊世界：文化大革命與基督教

講員：邢福增教授（宗文社社長；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

日期：2022 年 3 月 2 日至 4 月 13 日（逢周三，共 7 講）

時間：晚上 8 時正至 9 時 30 分

**粵語主講 **

費用：每堂港幣 $100；全課程 $700

宗文社之友、全日制學生及神學生、長者（持樂悠咭、長者卡） 

可獲 7 折優惠：$490*

* 此優惠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網上報名：https://bit.ly/light-1949（不設即場報名）

1. 請於網上填妥所需資料及繳交堂費（**請先行入賬及保留收據以節省時間）； 

2. 收妥費用後，將以電郵發送 ZOOM上課登入連結。 

3. 請妥為保存此電郵，上課連結及密碼僅供已報名參加者使用，請勿與人共享。

查詢：WhatsApp 27703310 或 https://www.facebook.com/CSCCRC/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主辦
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   協辦
ZOOM網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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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助理教授黃慧賢教授獲研究資助局頒發「傑出青年學者獎」，獲獎項目「基進社會運動與普世教會網絡：分析香港

殖民時期（1960至90年代）三個基督教非政府機構」，以荃灣合一社會服務中心、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及社區組織
協會為研究對象，探討跨國基督教普世教會網絡如何促成殖民時期的香港社會運動及其發展。

1. 2022年1月19日，葉菁華院長獲香港基督徒學生團契邀請作早會嘉賓及分享，題目為：「香港處境下的神學教育 
願景」。

2. 葉菁華院長於2月18日早上，透過 ZOOM 出席香港神學教育協會 2022 年週會大會。葉院長獲邀作分享嘉賓之一， 
於當日和香港信義宗神學院院長周兆真院長和中國神學研究院黃國維院長就主題「神學教育之硌：回顧與前瞻」作 
分享。

1. 徐敏明女士 (’12 MACS) 和張智仁先生的孖女詩泓、雅泓於2021年11月5日出生。願敏明、智仁的大兒子樂泓和兩個
初生嬰孩健康、快樂地成長。

2. 黃元山博士 (‘10 MACS) 透過選舉委員會晉身第七屆立法會，成為議員。他現時是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兼公共政
策研究院院長。願上主繼續賜他智慧和能力，貢獻香港，服務市民。

3. 緬甸校友Rev Dr. Aye New (’07 M.Theol; ’17 D.Theol) 於 Myanmar Baptist Convention 大會上獲選為副主席。願上主賜
她智慧和能力，貢獻緬甸社會，服務教會。

校友消息

1. 周天和牧師在香港時間2月26日於美國波士頓安息主懷，在世生活96載。周牧師是新約聖經學者，1976–1992 期間
於本院前身崇基學院神學組任教，並於 1988–1992 期間擔任神學組主任，及於1990–1992年間兼任崇基學院署理校
牧。他為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牧師，曾任該會副區牧 (1982–1984) 和區牧（現稱總牧）(1984–1998) 和該會的樂育神學
院院長。周牧師是受人愛戴的老師、牧師、領袖，對本院貢獻良多而深遠。願主安慰周師母（李玉珍女士）及家人。

2. 廖卓賢先生 (’18 MACS) 於2021年12月30日安息主懷，追思禮拜於2022年1月22日在上水平安福音堂舉行。 
任職教師的卓賢生前已簽署同意書，把身體奉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作教學和研究工作，繼續其生命影響生命的 
遺志。

3. 本院講師、神學樓社監李均熊博士父親李冠球先生於2021年12月31日離世，享年85歲。追思禮拜於2022年 
1月23日在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

4. 鄭漢文博士 (’11 MATS; ‘18 BD) 與植惠珍女士 (’11 MACS; ‘14 BD) 的小兒子鄭友恒於2021年12月7日在台南主懷安息，
在世寄居23載。告別禮及追思禮分別於2021年12月17日及12月28日舉行，由長榮大學校牧室主禮。友恒在香港出
生，幼時於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受洗，2020年10月隨父母到台南，就讀於長榮大學。

5. 本院友好機構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編輯吳秀麗女士母親程群卿女士於2021年12月29日離世，喪禮於2022年1月
15日在世界殯儀館舉行。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到安慰。

哀悼

恭賀

院長行蹤

德詩婷教授
2021年11月3日，德詩婷教授出席網上會議 “African Relationality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及發表文章 “Relating to the 
Whole Community in [West African] Akan and East Asian Ancestral Traditions”。會議由英國伯明翰大學 John Templeton  
基金和環球宗教哲學計劃贊助。

葉漢浩教授
1. 葉漢浩教授於2021年12月30日及1月1日出席網上培靈會；2022年1月4日，他出席突破同工會，導讀腓立比書； 
同日，出席浸會大學團契營會培靈會。

2. 葉教授會於1月至5月往英國牛津大學 Keble College 作 Senior Research Visitor。

邢福增教授
邢福增教授應國立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邀請，於去年12月22、25及26日在網上主講「中國革命時代的政治
與宗教」系列。

老師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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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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