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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在廣州沙基的容安街（又名金利埠，後稱六二三路）成立的真光書院

是美北長老會華南差會在廣州第一間具規模的女子寄宿學校，也是廣州基督

徒婦女群體的基地。從接待新來華的女傳教士，到聘用真光畢業生，往後女

傳教士在廣州開展的婦女工作，以及真光畢業生開展和參與教會和學校領導

等，都是向外延伸，發展生命的光和熱的見證。「一切從真光開始」的表述，

不單是研究和討論廣州真光書院的歷史，而是將真光的歷史拉闊，放置在廣

州區域史、美北長老會華南差會其他的婦女事工，與及婦

女、家族與社群歷史脈絡去理解廣州基督徒婦女在跨國合

作的事業 (1847–1951)。這也是本人博士論文的研究成

果，未來會出版成書，本文將簡單介紹。要澄清的是，

雖然真光是 1872年成立，也是第一位美北長老會華

南差會單身女傳教士那夏理（Harriet Newell Noyes, 

1844–1924）有份創辦的，但我的書也會追溯華南差

會已婚女傳教士早期的婦女工作，也就是第一位男傳

教士哈巴牧師的第一任太太伊利沙伯哈巴 (Elizabeth 

Susan Ball Happer, 1829–65)，已先在她的住宅裏開辦女

子學校。當然相比起真光，哈巴的女子學校無論規模和

持續性，都較細小和短暫。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主要

一切從「真光」開始：

介紹廣州基督徒婦女 
在跨國合作的事業
(1847–1951)1

黃慧賢
本院助理教授

1 原文在《真光創校 150周年紀念特刊》刊登，允准轉載，謹此致謝。此文是修定加長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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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報描繪了女西醫羅秀雲的高明醫術（自〈女醫神效〉，《時事畫報》， 
14（1907）：頁 8下。）

以廣州第一間真光書院（即座落長堤仁濟街）來分

析。（後來廣州真光有發展白鶴洞真光中學、仁濟

街真光小學和真中中學。）

首先，真光朝向成為具一定規模的寄宿女子學校，

有助女傳教士和畢業生發展教育事業。相比起華南

差會早期女傳教士太太和第一位單身女傳教士那夏

理早期（1869年）在南邊村所開辦的女子學校，

1872年成立的真光書院已朝向有一定規模的方向

發展。它有自己的校舍，而不再單單依附在傳教士

房屋裏。早期的真光分兩個部門工作，即是女童班

和婦人班。女童班慢慢在 1887年發展到小學教育

水平，2相比清政府 1907年頒布女子小學堂章程，

早了廿年之多。而婦人班是為成年婦女而設，相信

由 1872年至 1928年專責培訓教會女傳道，及後

由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開辦的崇基女子聖經學

校繼承使命。3早期的真光陸續有不少女傳教士參

與，除那夏理外，另外兩個創辦人邵姑娘（Hannah 

J. Shaw，後稱 Mrs Happer）和哈巴姑娘（Lillie 

Happer，後稱 Mrs Cunningham，1853–1886），

與及 1873年到任的那夏理的姐姐那大姑（Martha 

Noyes, 1840–1926）和 Lucy Crouch（後來婚後稱

為 Mrs. Charles Leaman, 1910年卒）協助教務。4 

眾多女傳教士之中，那夏理、畢美意 (Electa M. 

Butler, 1848–1938) 和 廖 霞 地（Harriette Lewis, 

1933年卒）是在真光書院服務較長的，學生們按

着她們的個性特質，分別專稱她們為：「慈悲」、

「恩典」和「公義」。5除了傳教士外，真光也聘

用一定數目的畢業生從事女子教育工作。早在十九

世紀中末期，伴隨真光寄宿學校的發展，女傳教士

多在附近村落開展專收女生的日校，並聘用真光畢

業生管理、教學。傳教士香便文牧師 (Benjamin C. 

Henry, 1850–1901)提到 1884年 1月由美北長老

差會開辦的女子學校共有 21間，是當時廣州開辦

最多女校的差會。撇除當時只有一間女子寄宿學校

（即真光），相信其餘 20間好可能是由個別女傳

教士開辦或監督，但教學和管理的工作則落在真光

畢業生身上。6此外，真光自身也聘用畢業生為教

師。1897年慶祝學校成立 25週年時，全校共聘用

8位華人教師，其中 7位為真光校友。7可見真光

開放女子教育平台予女傳教士和真光畢業生發展她

們的教育事業。

除了從事教育工作外，對外方面，在同屬美北長老

差會之下，女傳教士連同真光的老師和畢業生參與

差會屬下的婦女工作，她們形成了獨特的廣州基督

徒婦女網絡。在真光成立後，她接待了不少新來華

的女傳教士，及後她們所開創其他事工，都連繫着

真光，並聘用真光畢業生。例如廣州第一位女傳教

士醫生賴馬西 (Mary Niles, 1854–1933)剛抵埗就

寄居在真光西教員宿舍裏，期後更擔任真光的駐

校醫生。她後來開創的明心瞽目學校（1889年成

立），更獲那夏理和真光第一任華人校長羅劉心慈

支持，長期擔任校董會主席和校董職銜。此外， 

她也起用真光的畢業生周惠慈成為明心學校的老

師，周惠慈在賴馬西退休後，曾短暫擔任明心校

長。特別留意的是，因為差會網絡和地利緣故 

（真光在 1878或 1880年正式搬遷到長堤仁濟街

傳教士建築群 (Missionary Compound)，與廣州第

二長老教會和博濟醫院為鄰），真光畢業生早於

十九世紀末已經開始習醫，畢業後在傳教士醫院、

診所服務，有的更自行開辦診所等。最早在 1879

2. 梁家麟編著：《菁莪樂育我真光：真光創校一百三十年校史》（香港：九龍真光中學校董會、香港真光中學校董會，2002），31。

3. 有些教內人甚至認為崇基女子聖經學校就是本神學院的前身，我會說「是」，亦是「不是」。希望將來有機會撰文爬梳這課題。

4. 梁家麟：《菁莪樂育我真光》，23。

5. 劉心慈：《真光光榮簡史》（香港：私印本，1972），5，14及 15。

6. B. C. Henry,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or, Light in the Broad East (New York: Anson D.F. Randolph, 1885), 209.

7. 梁家麟：《菁莪樂育我真光》，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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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真光中學的教學大樓：真光堂

年真光已有兩名學生到博濟醫院附設的華南醫學

院習醫，往後廿年，共有 25位真光學生曾在博濟

醫院肆業。1901年，女傳教士醫生富馬利 (Mary 

Hannah Fulton, 1854–1927) 建立的夏葛醫學院

(Hackett Medical College)—中國第一間女醫學

校，其第一屆共 11位畢業生，有 6位（即稍多於

一半）是真光畢業生。8其中附設在夏葛醫學院的

柔濟醫院 (David Gregg Hospital for Women)，擔任

出色的富馬利助手—女西醫羅秀雲 1907年做腫

瘤切除手術，當時的新興報章《時事畫報》也曾報

導她。9

除了參與上述基督教婦女事工外，真光畢業生在民

國時期不單成立了廣州市基督教女青年會，也在

1920年代中開始陸續擔當廣州教會和學校的領袖，

貢獻良多。民國初年 1912年成立的女青年會廣州

市會，六位華人創辦人中有五位確定是真光畢業

生。我們最認識的當然是羅劉心慈 (1871–1946)和

羅有節 (1888–1961)兩母女。她們都曾分別擔任長

堤真光書院及真光小學、真中中學的校長。此外，

也不得不提白鶴洞真光中學的畢業生胡黃玉貞，她

是 1920–40年代的廣州教會婦女領袖，曾擔任廣

州真光小學和中學校董，女青年會會長、明心學校

校董和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執委會執委等職銜。

在抗日戰爭期間，她連同真光及其他基督教組織跟

隨廣東省政府遷往曲江、連縣等地，及後因真光中

學何蔭棠校長知悉妻子羅道真（1900–1945，即羅

劉心慈的二女）在美國病危，急趕赴美，作為校董

會主席的胡黃玉貞曾短暫擔任代理校長，直至李耀

宇校長正式上任為止。10此外，臨近中共立國之時，

1949年，她也代表廣州真光中學與港校董會商討

來港辦高初中的計劃。11可惜的是，除了搜集到她

丈夫胡繼雄在民國時期的生平事跡外，至今我也

不太清楚胡黃玉貞在 1949年中共立國後的生命歷

史，不知道她最終定居於香港、台灣、廣州，還是

海外。12

總結

以上簡單勾畫廣州真光書院的師生與海外女傳教士

如何參與廣州教會的婦女工作，服務範圍小至學

校，大至社會公益服務、醫療服務等。真光畢業生

在不同年代的歷史足跡和生命見證，由成為女傳教

士助手、前線從事女子教育，到後來創辦女青年

會，並成為教會／學校獨當一面的領袖。我們可以

窺探得到婦女的能動力，並看出新一代中國女性的

新網絡，除家人親友外，我們還看見學校、校友、

教會群體的網絡，那亦是離開家庭以外，中國新女

性建立新的社群網絡。「一切從『真光』開始」的

研究，不是處理大時代獨當一面的女英雄領袖。 

事實上在當時（也抱歉說包括當代）一個男權主導

的社會，以男性領導為主，即使興起個別的女性領

袖，也要被冠以「好打得」之名，吃力不討好。 

正因如此，在中國基督教史的研究裏，婦女基督徒

的歷史能動性被隱藏了。我提出的廣州婦女基督徒

網絡開拓了新的研究方向，從個人走到群體，從教

會走到社會，從家族歷史去補充教會歷史的不足，

也從中國（以國家地域劃分）走向地區（華南地區）

邊陲的基督教歷史。此外，我的研究領域是差傳歷

史，我不會以國家地域為限，反倒將廣州界定為跨

國文化的閾界，讓我看見當時美國傳教士的特權，

同時也看見十九世紀中以來遊走中美、途經廣州和

香港的華僑，他們的妻兒子女，並回流返國成為一

代傳道工人等等，豐富我們種種流徙華僑的想像。

希望將來有機會與大家分享更多研究成果。

8. 同上，35–36。

9. 〈女醫神效〉，《時事畫報》，14（1907）：頁 8下。

10. 梁家麟：《菁莪樂育我真光》，88。

11. 〈真光中學校董會會議紀錄〉，1949年 5月 18日，廣州市檔案館，27/1/82。

12. 〈胡繼雄先生〉，區少軒、陳大同、麥顯揚編：《香港華僑團體總覽》（香港：國際新聞社，1947），無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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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澳門）聖馬可堂鏡湖醫院大堂報佳音

與前院長盧龍光牧師攝於 2016年神學日慶典

過去兩年，本院連續收到來自澳門

的捐款，捐款人對本院畢業生孫岩

在澳門鏡湖醫院康寧中心的院牧工

作留下深刻印象，也欣賞其熱誠和

專業態度，希望支持神學教育，以

致繼續栽培有如孫岩一樣的神學生，

畢業後能成為院牧服務社會。

長期病患者

孫岩來自內地，在北京信主，於香

港讀神學，現受聘於澳門醫療事工

協會，獲派駐澳門鏡湖醫院康寧中

心任院牧。她在北京讀大學期間患

上潰瘍性結腸炎，動輒肚子痛， 

甚至會出現嚴重的便血症狀。作為

一個長期病患者，她深明患上病症

對人身體和心靈方面的折磨。不一

樣的身體狀況，令孫岩一路走來，

路途也很不一樣。黑龍江長大的她，

在北京工作時，一次偶然的機會獲

朋友邀請到其家中作客，抱着聯誼

的心態，孫岩去了聚會。席中被問

及是否相信世界上有上帝，她這樣

回答：「人太有限，或許這個世界

真有上帝也不奇怪，只是我不知道

祂是誰。」究竟與這樣的疾病同行，

自己的生命有何意義呢？聽說每人

陪你走最後一程

孫岩 ( '14 BD; '16 MMin)

出生後都有個小天使跟着 ? 帶着這

許多的問題，她參加了教會團契希

望找到答案。一年後，她領受了洗

禮，在教會留了下來，希望替自己

的生命找到意義的同時，也透過傳

福音領別人也找到生命的意義。

入讀崇基神學院

孫岩未洗禮已經立定心志要讀神

學，洗禮一年後，她就把工作辭掉， 

在教會做義工，伺機讀神學，閒時

便看書自修。由於在國內申請讀神

學具相關規定和限制，令她非常苦

惱。兩年申請讀神學失敗之後，她

決定去找工作，但一直沒能成功，

即使是最普通的工作也未能獲聘，

她笑言這好像是自己和上帝的角

力。那個時候，剛巧香港中文大學

崇基學院神學院舉辦了內地交流團。 

機緣巧合之下，她的牧師把她引薦

給當時的神學院院長盧龍光牧師，

上帝的道路總是好過人的道路，終

於在兩年的等待之後，她排除萬難

入讀神學院。

很多人讀神學院後均表示信仰會遭

拆毀再重建，這一點對孫岩影響甚

少。「我信主時間短，在教會接受教

導相對其他神學生也較短，但這卻令

我避過了所謂的信仰衝擊，也沒有

所謂的拆毁和重建。」她笑着道出

原委，並指出真正令她差點打退堂

鼓的竟然是語言不通。北方長大的

她，逃過了信仰衝擊，卻避不過語

言不通為她帶來的不便。一收到入

學通知，她已經立即佈署好在內地

學廣東話，但畢竟學習語言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廣東話也有廣州和香

港口音的分別，而且香港人的語速

驚人，再加上很多神學的專有名詞，

她真是有苦自己知。「不是中文大

學嗎？為何所有書籍都是英文的？」

她當時大惑不解。在香港的第一堂

課，遲了抵達課室，課堂已經開始，

因不欲打擾同學，於是她坐在門口，

隔牆聽課，門內傳來廣東話解說，

夾雜了英語輔助，教的卻是希臘文，

三種陌生的語言，令孫岩人在他鄉，

倍感孤單。「我當時真的想立即離

開！」語言不通，再加上身體的狀

態，她想離開的不單單是這一課堂，

更是希望能盡快離開香港。

在聽到黃根春老師分享其在德國讀

書的經歷之後，她選擇「再給上帝一 

次機會」，這一給就是五年；她感

謝身邊的老師們令她能慢慢適應香

港的生活。現時已成為本院教授的

葉漢浩老師當年仍是助教身份， 

常常擔當內地同學的翻譯；白德培

牧師的教會歷史課，同時也就是她

的英語課，孫岩笑說，修完白牧師

的課，英語也不知不覺地進步了； 

而上盧龍光牧師的課就像是在聽講

道，連靈性都得到滋養；關瑞文老師

的幫助和指導、陳龍斌老師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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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鏡湖醫院康寧中心同事

課堂、伍渭文牧師為學生烹調的創

新菜式、龔立人老師艱深得令人有

點迷茫的的課堂、溫偉耀老師對內

地同學的關愛等等，都令她在艱難

的日子，一步又一步地完成神學課

程，更一步一步地找到了自己未來的 

方向。

院牧之路

「在香港讀書時，聽說北京的一位

好姊妹患了癌症，當時我正在準備

希伯來文考試，雖然很想打電話關

心她，卻不知道該說什麼及如何說

才能安慰好姊妹，想着想着便決定

先把試考完再算；然而，過了兩三

個星期，北京的朋友來電通知好姊

妹已經安返天家。」當時在宿舍的

孫岩即時崩潰，自責之餘反問自

己讀神學的目的，就算取得佳績， 

卻未能及時為苦難之中的朋友伸出

援手，談什麼傳福音和服侍人。 

帶着這份遺憾和傷感，她在臨床牧

關教育 (CPE)的訓練上格外用心，希

望日後可以學以致用，學懂怎樣向

病人表示適切關心。在受訓期間，

她獲導師賞識和同儕的鼓勵，認為

其可以繼續進深學習，令她猶如打

了一支強心針，更為她的前路指引

了一個方向。

可惜，佔中事件後，內地和香港的

關係緊張，她也因內地對海外受訓

神學生就業形式有新安排而暫時未

能以傳道人的身份繼續在內地事奉。

2016年學年快要結束之際，她前

路茫茫。然而，孫岩笑言上帝總有

預備，只是每次上帝都要在最後一

刻「出手」。在結業崇拜的晚上， 

她收到澳門醫療事工協會的電話，

後更成為了康寧中心的院牧。

康寧中心是專門為晚期癌症病患提

供紓緩治療及臨終服務的地方， 

目的是盡量減輕患者因疾病而帶來

的症狀，讓患者能順其自然、有尊

嚴和舒適地渡過人生最後歷程。一

眨眼，孫岩已經在日日都要面對死

亡的癌症紓緩病房工作了六年。 

「從信仰的角度來看，我相信苦難

是有意思及有意義的；如何能夠從

苦難之中看見意義，是臨終病房院

牧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孫岩

表示院牧是以自己的生命來陪伴病

患者走人生最後一程，他們當中有

年老的，有年青的；有兒孫滿堂的，

也有獨居的；有來自國民黨的前黨

員，也有曾當紅色娘子軍的；但面 

對死亡，病患者如何看待生命、 

如何數算剩下的日子，如何面對未

知的恐懼，如何接受死亡皆成為他

們的共同功課。

曾有一個末期肝癌女患者走到最後

一程，無法出席女兒數月後的婚禮。

孫岩於是與醫護們一起，預先為她

在病房舉辦了簡單的敬茶環節； 

她又聯絡了一對教會的夫婦為患者

化妝和恤髮，幫她預先錄製了對女

兒的祝福和叮嚀。婚禮當日，孫岩

在出席病患者女兒的婚禮時，便同

時也送上一份最珍貴的禮物。患者

也錄製了在其追思禮拜中播放的短

片，在喪禮播放錄影時，很多參加

者都透過錄影見證了她的勇敢和面

對死亡的態度。看見患者的心願達

成，家人也能夠明白逝者的心意與

關愛，孫岩感到心滿意足。

雖然每天在病房經歷生命的離逝，

但孫岩透露有時也會感到振奮和鼓

舞。「有一位九十多歲的伯伯， 

他在中心住了約九個月後出院， 

然後在一兩年後，才再次回到中心。

這代表了紓緩治療的成效，病人在

症狀控制良好的情況下，生活質素

和生存年期都是可以得到提昇的。」

孫岩衷心希望自己的陪伴，能給病

患者的最後一程帶來一點溫暖、 

給家人帶來一點安慰。而這些溫暖

和安慰，她強調是從母校的經歷而

來。縱使看似已畢業離校，但孫岩

特別感謝崇基神學院五星級售後服

務一直伴隨在身邊，成為她在陌生

的他鄉堅持服侍的重要補給。

「雖說我在陪病人走最後一程， 

但沿途其實得到最多的那個人是我，

特別是面對死亡的時刻，它其實是

在不斷的提醒着我，耶穌的墳墓不

是終局，上帝對永生的應許才是我

們的終極盼望。」

（訪問、撰稿：李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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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2021–2022年步行籌款籌備委員會正努力地準備各
種精彩籌款活動時，迎上了第五波疫情，實體晚會變

陣為網上晚會，各籌委預先錄製影片，花了不少時間

剪接、配樂和製作，最後師生教職員合作，為神學友

支持者和同行者呈現了精彩的一晚，當晚 共為神學院
籌得超過 150萬元。(截至 2022年 6月 8日止，本院
共籌得款項：HK$1,688,598.49。)

院長致謝辭

葉菁華院長於致謝時感謝本院支持者，即使在過去兩

年的疫情當中，我們的籌得款項仍是相當可觀的， 
甚至比以往更佳。他提及自 2019年步行籌款為「崇基 
神學教育基金」籌募經費起，目標一共六百萬元， 
至今已達標，並超出所想所求。他感謝有不少校友和

弟兄姊妹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他看到同學、教職員、

校友動靜皆宜，具無限創意，同時也展現了崇基神學

合一的精神！

疫情中再創佳績．籌得超過 168萬（截至 2022年 6月 8日止）

「女神」表演唱歌

神學院中被學生封為「女神」的王珏教授和德詩婷教

授，在晚會中大展歌喉演唱「女神」一曲，技驚四座；

王珏教授一向歌喉出眾，今次夥拍苦練廣東話作演唱

的德詩婷教授，合唱一首屬於她們的歌曲，表現得淋

漓盡致。

重溫：「女神」演唱 37:00 

連結：
https://www.theology.cuhk.edu.hk/tc/event/walkathon2022

如欲重溫，歡迎掃描右上角的二維碼，收看崇基學院
神學院步行籌款 2022「基渴募義籌款晚會」錄影。

葉菁華院長致謝辭 2:06:01 
校牧姚志豪牧師祝福 2: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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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天涯神學人」

把耳熟能詳的廣東歌「同是天涯淪落人」進行二次創

作，重新填詞「同是天涯神學人」，譜上兩年來網上

教學的辛酸和無奈，再由院長葉菁華教授和李均熊博

士落力演唱，使觀眾忍俊不禁；歌詞不但反映了近年

網課的常態，令不少觀眾產生共鳴，互聯網討論區中

更有校友索取歌詞，非常熱鬧。

重溫：老師演唱 1:47:40 

歌詞：
「同是天涯神學人」

（原曲︰相逢何必曾相識； 
作曲、作詞：蔣志光； 
原唱︰蔣志光　韋綺姍；1990）

強行改詞： 
「基渴募義」步籌籌委、李均熊、葉菁華

主歌
Francis（葉菁華院長）: 我上網　神學 online多苦況 

問此刻世上　專心上 zoom 
有幾個　Webcam閂哂好懷疑 
人人食飯我也照講課 
只想教得自然

Leo（李均熊老師）:我怕網　同樣怕上不到網 
問此刻世上　痴心教書有幾個 
出分／功課相拖欠　熒熒幕幕我

已覺無聊　不想教得隨便

副歌
Francis: 同是天涯神學人　在那 cyberspace彎路上同行 

也許不必考究我是誰 
無謂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焦慮

Leo: Paper埋首難安息，在那 CC Lib深夜遇良朋 
也許不必考究我是誰 
無謂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灑淚兒

主歌
Francis: 我上網　神學 online多苦況

Leo: 我怕網　同樣怕上不到網

Francis: 問此刻世上　專心上 zoom有幾個

Leo: 問此刻世上　痴心教書有幾個

Francis: Webcam閂哂好懷疑　人人食飯我也照講課

Leo: 出分／功課相拖欠　螢螢幕幕我已覺無聊

Francis: 只想教得自然

Leo: 不想教得隨便

副歌
合唱︰同是天涯神學人　在那 cyberspace彎路上同行 

也許不必考究我是誰 
無謂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又再又再焦慮 
Paper埋首難安息，在那 CC Lib　深夜遇良朋 
也許不必考究我是誰 
無謂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灑淚

結束部分
Francis: 同是天涯神學人

Leo: Paper 埋首難安息

合唱︰也許不必考究我是誰 
無謂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灑淚

Leo: 留給你　請珍惜這段友誼

Francis: 也許一天可以既話　週四晚會見多次

合唱︰珍惜今晚的熱情，期望以後恩主引牽 
編寫學院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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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問題．「考起」老師

崇基神學院同學仔為「報答」老師長久以來分派的精

彩「功課」，他們也精心設計了，上至天文，下至地

理，涵蓋神學、聖經、數學、生活常識等範疇的題目，

實行「考起」龔立人老師、德詩婷老師；邢福增老師、

關瑞文老師；王珏教授、任卓賢老師；究竟最長壽的

神學家是誰？聖經中曾出現過的最多「阿們」的書卷？

祭師阿倫的胸袋上的四粒寶石分別為？本院男女學生

比例？為何神學生要食「銅」？老師口中的 ”Gel“究
竟是誰？面對一連串艱深的問題，老師們均輕鬆回應，

搞笑作答。

重溫：問答比賽 53:30

8

08 活動報告



110人次參加挑戰

截至 6月 8日為止，是次步行錄得贊助人次 718位，
共有 54個單位，合共 110人次參加挑戰。挑戰分成
四部分，包括：實踐科—身體力行；歷史科—歷史

創舉；聖經科—開經有益和神學科—神來之筆；當

中可見參加者的創意無限，堅毅不屈的精神。為了表

揚各參加者，大會也頒發了獎項予表現突出的參加者。

重溫介紹成果：

身體力行 36:59

歷史創舉、開經有益 53:31

問答比賽 1:36:14

神來之筆 1:47:39

頒獎 2:00:28

家組步行（原定實體步行路線）2:06:01

2022 步行籌款「基渴募義」籌備委員會

余倬恩　主席

方逸熙　副主席

何偉康

李浩宇

周鳳鳴

林旭東

唐盈盈

梁盈盈

梁康程

陳日穎

馮定軍

黃約珊

蔡家賢

饒博謙

晚會演出／工作人員

王珏

任卓賢

宋栩哲

李均熊

李建杰

李廣平

李穎茵

邢福增

招建邦

林淳軒

邵倩文

姚志豪

陸少玲

黃永健

黃佩歡

黃慧賢

葉菁華

甄萱蔚

德詩婷 
Naomi Thurston

蔡姵纓

鄧承軒

鄧長祐

龍樂揚

關瑞文

龔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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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油塘梁發堂崇拜於線上舉行

本院「第二十五屆傳經講座：從聖

經起源故事談到先知的奇異傳說」

於 2月 27日舉行，講員為丹麥哥
本哈根大學神學院榮休教授湯普遜 
教授。

在此之前，本院特別邀請湯普遜教

授在師生專題研討會 (FSS)中講課。
講座由本院副院長關瑞文教授主持，

近 60名師生及校友出席，當中包括
龔立人老師、李均熊老師和任卓賢

老師。

特邀講座： 
湯普遜教授 
(Professor Thomas L. Thompson)

4月 24日，本院師生接近 30人

（主要是畢業班同學）分成兩批，

分別前往九龍五旬節會粉嶺堂和

中華基督教會油塘梁發堂進行教

會探訪。院長葉菁華教授、邢福增

教授、吳瑞如同學和黃浩麟同學也

分別於上述兩間教堂講道及分享。

疫症第五波解禁後首次教會探訪

湯普遜教授的講題為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 Mythic Past”， 由 丹 麥
哥本哈根大學神學院榮休副教授

Professor Ingrid Hjelm（湯普遜教授
太太）及本院助理教授王珏教授回

應。湯普遜教授在講座內透過省覽

各方研究和提出各種證據，論述了

舊約所載有關以色列歷史的非歷史

性質，並力陳了「聖經最低綱領派」

(biblical minimalism) 的原委，師生
均大感興趣，並踴躍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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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人數打破紀錄

第二十五屆傳經講座於 2022年 2月 27日舉行。是次傳

經講座，本院特別邀請了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神學院榮休

教授湯普遜教授 (Thomas L. Thompson)主講，由同屬該

院的榮休副教授（湯普遜教授的太太）Ingrid Hjelm、並

本院助理教授王珏教授回應。講座在網上進行，以英語

進行，由本院任卓賢教授主持，文稿由陳曦小姐翻譯，

回應及問答環節則由李均熊博士即場翻譯；是次講座的

報名人數及參加人數均打破歷來紀錄，總參加人次達

562人。

歡迎辭

本院葉菁華院長致歡迎辭時表示，為慶祝崇基學院七十

周年及本院聖堂啟用十周年，講座費用全免，並破天荒

於網上舉行，欣見報名人數打破歷來紀錄；葉院長指出

有關哥本哈根學派對聖經敍事之歷史性看法至今仍具爭

議性，作為一間身處大學，同時又注重合一的神學院，

他鼓勵信徒以對上帝負責的方式理性地彼此交流，而這

也是傳經講座的精神。他也提及講座是由基督徒商人 

黃炳禮先生為紀念其父親黃傳經先生而奉獻設立。

講座內容

講座共有兩講並回應部分：

第一講：

撒母耳記—列王紀的重述修辭、君王思想和史實問題：

講員向參加者介紹研究《創世記》的族譜結構框架， 

看「重述」在《聖經》敘事中的功能，及以三重變化框

架來看《創世記》的先祖故事所建構 的「連鎖敘事」；

他也以《聖經》中以色列君王和先知們的生平故事和一

些古代近東敘事作比較，分析這些故事的文學結構和

寓言意義，指出古代近東的皇室意識形態，如何透過 

「給窮人之詩」和「好國王」等論述帶出「好消息」和 

「命運逆轉」的主題，貫穿《撒母耳—列王紀》； 

最後講員提出問題「如何理解《聖經》一些對上帝不變

但具暴力性的論述呢？」作為第二講的引子；

第二講 :

介紹聖經中的「奇情異事」和「傳奇故事」，和參加者

一同區分《聖經》故事與真實歷史事件，並指出應多看

考古材料和古代檔案文獻以明白更多，最後講員總結 

《聖經》中重述修辭如何引向一個既恩慈又有憐憫的 

上帝。兩講後，Ingrid Hjelm 教授和王珏教授回應：

Ingrid Hjelm 教授回應時提出講員觀點中聖經敘事中毀

滅、餘民和重新出發的所有主題應有文學或歷史背景和

個人經驗在其中等；而王珏教授也在回應時表示對湯普

遜教授的欣賞，並認為他的研究顯示出一個新的聖經神

學模型，不是建立在假定的聖經文本的史實性或歷史參

照上，而是建立在其虛構性或文學性；從一個不變的、

懲罰性的神的形像到一個可變的、寬恕的神的形象； 

這種神學轉變的動機，是以一種更有動態和更具發展性

的上帝觀為前提的。講座吸引了不少參加者提問和回應，

由於時間關係未能全部回答。講員請主辦單位同工把問

題紀錄，稍後將以書面透過本院電郵參加者。

講座完結前，由本院新任校牧姚志豪牧師作結束禱告。

第二十五屆傳經講座：

從聖經起源故事談到先知的奇異傳說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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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神學
2022年首次的「週一加油站」透過 Zoom網上平台於 

2月 28日上午舉行，參加者近 60人，除本地的參加者

外，也有來自加拿大的校友參與；是次主題為「動物神

學」，共分為兩講，講員為時代論壇社長、本院客席助

理教授任志強博士，首講為：「大齋期：叫受壓迫的動

物得自由」。

去年 11月和本年 1月，野豬和倉鼠這兩種動物的遭遇在

香港引起大家的密切關注，任博士在週一加油站特別和

大家分析市民的巨大反響背後所反映的是價值和思考其

長遠效應。他透過講解 1970年代一位英格蘭聖公會神

職人員的故事，來向大家介紹動物神學的起源；他也在

聖灰日和大齋期開始前，記念基督為承擔世界的罪孽和

苦難而步向十字架，拯救受苦的、受害的、受壓迫的；

他也提醒我們操練靈性，扶助弱小，親近上主，也為了

受造的眾生，讓大家一起在這個大齋期學習捨棄的功課。

「動物神學」之二「大齋期：動物有福音傳給牠們」於

3月 28日進行。任博士承接上次專題內容，指出其他動

物的被造身份和人類一致，就有如我們的鄰舍；他引述

當代神學家莫特曼和聖經學者 Richard Bauckham的看

法，認為人類與萬物的關係緊扣，形成受造的群體；希

望人類能夠明白其他生物甚至乎非生物都是神的創造，

並且與人類有緊密的關係；他也提及20世紀中後期以來，

人類透過肉食工業，動物測試和寵物工業，令大量動物

受苦，並對動物逼迫和剝削；故此，他指出人過量生產

動物，不必要地消耗資源和消耗生命；人類必須悔改，

並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要求，重整自己的慾望，減少

動物所受的痛苦，或者減少受痛苦的動物，讓更多動物

可以重拾被創造時的尊嚴。

身心調協、聖言默想

兩次講座於開始前皆由助理校牧邵倩文姑娘向來自本

地、內地和外地的參加者問安後，邀請大家一起進行身

心調協，並分詩歌和經文；校牧姚志豪牧師分別和大家

分享利未記 23章 26至 41節和出埃及記 35章 1至 5節、

21節、24節、29節、使徒行傳 10章 9至 19節的啟迪；

他指出教牧同工的工作繁忙，疫情之下，或許是一個時

機停下來；利未記的節期，讓人再次思考劃出時間／界

線的重要（分別為聖），姚牧師提出停下腳步能讓人得

到休息，同時明白「靜」的重要；代替民眾被獻祭的動

物，人曾否感謝牠們呢？在大家思考對動物的壓逼和剝

削時，也要善待自己，同時讓世界可以重新恢復原狀，

喚醒本質；他也曾於第二次講座中提及經文中彼得和哥

尼流相遇的故事，藉此指出當倒空自己時，存敬虔的心，

人才能盛載生命中的改變或壓力。姚牧師也鼓勵大齋期

的時候，大家一起關心受壓逼的人和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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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牧事工部舉辦的週一加

油站─「在生活新常態中與牧職同行」於 2022年 4月

25日透過 Zoom網上平台實時進行，超過三十多位關心

此主題的教牧同工參加。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與反蓄婢運動本院助理教授黃慧

賢教授為我們講解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與反蓄婢運動

(1921–38)。她介紹了蓄婢的背景與 1880年代的第一場

爭議，1920–1938年的反蓄婢運動，1920–1921年的國

會答問，1921年7月太平戲院集會，反對蓄婢會宣言書，

為反蓄婢在太平戲院發言的楊少泉醫生，為防止虐婢而

成立的防範虐婢會，反對蓄婢會的事工定位，廢婢政策

和反蓄婢的理念等等。

Women’s Committee of the Fabian Society)、國際婦女參

政權聯盟 (the Inter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lliance)；

黃教授特別提出反蓄婢運動不單獲得中國國民黨的支

持，也獲支持工運的共產黨支持。南方政府（即孫中山

政府）1922年發表的廢除妹仔制度宣言，廣東婦女聯盟

準備成立培訓婦女的工業學校；廣州最高法院院長許乾

派同事代表參加會議及發言。此外，中國共產黨的早期

工運領袖蘇兆徵也是反蓄婢會的會員。

副校牧邵倩文姑娘於開始時向來自本地、內地和外地的

參加者問安，再邀請大家一起進行身心調協，放鬆緊張

的身體，預備自己默想聖言和進入專題分享；校牧姚志

豪牧師和大家分享《以斯帖記》7章 1至 10節的啟迪；

他指出這個聖經故事中，哈曼對皇后以斯帖的無禮，阿

哈隨魯王對以斯帖的言聽計從，末底改要求以斯帖透過

皇后的位份拯救整個民族，都多少反映了在父權社會下，

女性的被物化的和被控制的景況。姚牧師也藉此引入是

日反蓄婢運動的主題，領大家一同回顧條例被廢除的經

過，並期望未來大家能學懂彼此尊重，看見上主創造美

善。姚牧師在完結時為大家禱告和祝福。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與反蓄婢運動
（1921–38）

黃教授又介紹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推動反蓄婢運動的經

過，並一些女性馬霍慶棠女士、曹何玉瑛女士、致都

德利女士和托賽爾愛蓮女士的發言內容等等；當中也

提及了非本地組織在當中的貢獻，如：反奴隸制和保

護原居民會 (Anti-Slavery and Protection of Aborigines 

Society)、英國和愛爾蘭婦女國家議會的工業委員會 (the 

Industrial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費邊社婦女委員會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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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 Leo Sir的李均熊博士，於本院

教授舊約科和希伯來文，是神學樓舍

監，也是基督教會活石堂（九龍堂）

的義務傳道。4月 30日下午，他獲

基督教會活石堂按立為牧師。按立禮

由活石堂主辦，並由本院協辦，透過

網上直播，讓世界各地的肢體都能一

同見證重要時刻，網上實時出席連同

現場參加人數超過 200人。

典禮主席為活石堂（九龍堂）堂主任

陳智仁傳道，由歐醒華牧師主禮及訓

勉，按牧團則由伍渭文牧師、周永健

牧師、歐醒華牧師、盧龍光牧師和 

羅雯霏牧師組成；讀經由活石堂丘榮

豐理事、李博士千金李意澄姊妹和本

院校牧姚志豪牧師負責；本院詩班

負責獻詩《凡事謝恩》(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並由甄萱蔚姊妹彈奏

電風琴。

古道熱腸
李均熊博士按牧典禮

歐醒華牧師在訓勉時提及李均熊博

士在活石堂成長，認識另一半、 

結婚、生兒育女的故事，以及上主在

他身上的工作；身為李博士牧長的歐

牧師以經文提醒，無論是老師或是學

生也好，盼望透過他的服事，主的道

能在活石堂、神學院的群體或其他場

景成為活生生的道。歐牧師也希望他

繼續忠心作一個在「成績」進深追求

知識，繼續在父親、老師和牧師的崗

位上「成長」，並能結合聖言聖禮

「成道」的「三成牧師」。

李均熊牧師在述志時交代其心路歷

程、恩賜的印證及牧會理念。他指

出自己能夠按牧比起任何事都更令

他的心靈感到震撼；在活石堂成長，

受造就的他，希望結合自己在研究及

牧養中所學習的，同時也好好地結

合牧師和教師的職份，幫助信徒在香

港社會那複雜多變的處境，透過聖經

強化信徒去面對種種挑戰。他指自己

的牧養對象，除了活石堂的教友及神

學院的同學，特別是教會和社會中一

群信仰熟齡 (coming of age)信徒；

他為能正式地作為司職聖禮的牧師，

可以被肯定為上主的代理人，感到 

榮幸；他盼望如按牧主題所定的 

「古道．熱腸：古經的教與牧」的意

思，透過上主聖言聖禮的司職，以一

副「熱心腸」（熱切和熱誠），投入

地牧養他所屬的群體。

致送禮物時，李均熊牧師接受由活

石堂各堂理事，包括：丘榮豐理事，

蔡添豪理事和秦惠明理事送贈的牧

師袍、聖餐用具、祈禱跪墊和電子 

聖經；葉菁華院長代表神學院送贈

「耶穌為門徒洗腳像」雕像之模型。

典禮結束之前，李均熊牧師向各位來

賓、按牧團及網上參加者致謝；最後

由盧龍光牧師祝福大家。

典禮後，李均熊牧師和家人、嘉賓、

按牧團、詩班和工作人員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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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消息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於 2022年 4月 22日舉行

講座「何謂對 SEN孩子好？由誰決定？」，近八十位

參加者出席 ZOOM講座。

講座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講員曾偉延先生為 SEN PUB社企創辦人、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香港）會員和豐盛社企學會使命

商 道 執 行 委

員。他育有一

位智障唐氏綜

合症女兒及一

位自閉症譜系

障礙女兒，他

向參加者講述

自己如何由苦

亞洲實踐神學學會消息

何謂對 SEN* 孩子好？誰決定？

宗文社及基督教
研究中心消息
3月 2日至 4月 13日宗文社再次開辦 ZOOM網上課程 

「光明開始了！」：革命時代下的中國基督教（1949–

1976），由社長邢福增教授主講合共 7課，共有 129人

報名。

主變成支援 SEN家庭組織創辦人。他也分享如何連繫

專業人士和家長的經驗，如何從家長的需要出發，聆

聽他們的聲音和需要以及回應他們的靈性需要，最終

能彰顯神的作為，學習無條件的愛。他為實踐神學提

供解讀的場境，從描述、解釋、神學規範，詮釋他的

行動，讓願景得以實踐。

第二部分：講員佘枝鳳博士 (‘08 MTheol)是亞洲實踐

神學學會（香港）副會長、現任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助

理教授、少數研究 SEN靈性的亞洲實踐神學家。她

運用實踐神學省思，解讀 SEN PUB行動對固有支援

範式的挑戰，邀請社會和教會再思人和具特別學習需

要的的孩子的

需要，從以人

為本支援策略

Person Centred 

Planning 共 同

探討更貼心的

牧養模式。

*註：SEN (Special Education Needs)即特殊教育需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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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青年學者計劃」由研資局設

立，旨在培育新晉學者，並鼓勵

他們繼續進行卓越的研究工作。

2021–22 年度，研資局審核超過
四百份申請後，本院共有三位老師

得到項目資助，包括：黃慧賢教授、

王珏教授和任卓賢教授。當中黃慧

賢教授獲得年輕學者的獎座，也是

中文大學唯一一位，獲獎項目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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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al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ed 
Ecumenism: An Analysis of Three 
Christian NGOs in Colonial Hong 
Kong, 1960s–1990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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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的社會變遷。這些機構致力為貧

窮人爭取權益，包括房屋和勞工權

益等。研究亦引用了多個學科研究

成果，包括政治學、社會學、人文

地理學、社會工作學和神學。

個人歷史和社會歷史的結連

「我希望能夠在社會變遷之中，看看

教會、基督教社會組織和社會運動

的關係，並了解他們如何改善一些

民生政策，包括工人權益、房屋權

益、貧窮政策等，和關心他們的福

祉問題。」黃教授希望讓大家知道

殖民歷史上，教會扮演着什麼角色；

也嘗試連繫不同學科的研究角度。

能夠進行此研究，黃慧賢教授有着

先機，她曾於先前提及的其中一個

機構任職過，加上她作為普世教會

運動的推動者和研究者，也特別關

注到這些機構是如何獲得普世教會

運動支持，並在香港落地生根發展。

在整理香港教會合一運動的軌跡時，

黃慧賢教授也把自己生命的軌跡與

此結連。「我曾在荃灣合一社會服

務中心擔任社工，關心社會公義。

後來，我寫了篇文章，是有關荃灣

合一社會服務中心早期開辦時的理

念、它如何繼承普世合一運動中關

心社會公義的目標，及如何進行跨

宗派的合作。」黃慧賢教授在 2022
年的步行籌款，就特別與本院校牧

姚志豪牧師製作了網上導賞團， 
探討葵涌邨（也是黃教授以前服務

的社區）與普世教會運動的歷史。

黃教授對於三個組織是如何轉化普

世資源而成為有本地特色的機構；

如何與殖民政府的一些政策有所互

動；如何成為「壓力團體」及影響

政府的施政；在過程中又是如何調

節、互動和改變來配合基層人民的

需要；政府又是帶着怎樣的考慮和

管治模式等等作出研究。研究項目

不單針對香港基督教的社會角色，

更是關於香港歷史、社會運動和社

會工作等範疇。「查找資料時， 
我發現這三個組織在合一運動裏是

傑出青年學者獎
黃慧賢教授

受到教會支持和影響，所以就開始

構思這個研究計劃。」鑑古知今，

黃教授希望在回溯這些社會運動的

歷史時，也一併了解在香港的教會

組織如何透過成為「壓力團體」參

與社會運動以改革社會。而在這普

世教會合一運動中，香港發揮了地

域上的功能，能和亞洲、世界的教

會組織交流，促進了國際化。

化理論為實踐

研究計劃歷時三年，黃教授希望日

後能舉辦一些導賞團和工作坊， 
帶學生回到社區，一起探討歷史當

中不同的議題，繼而一起參與社區

的發展，讓學生了解香港教會和合

一運動更多，也為基督教在香港的

發展和歷史研究作出貢獻。

簡歷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助

理教授黃慧賢教授於 1999年及
2001年分別取得香港中文大學文
學學士（主修神學）及宗教研究

／性別研究哲學碩士，其後於美

國加州柏克萊聯合神學研究院修

讀博士學位。2015年，她加入中
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後，主要

任教女性主義神學、性別與牧養、

世界基督教婦女差傳、身體神學

等科目。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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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2021–2022結業崇拜於

2022年5月5日晚舉行。校董會副主席陳衍昌法政牧師、

校董馮少雄博士、曾立基先生、崇基學院校牧高國雄牧

師，梁若璋先生，伍渭文牧師，莫介文博士等超過 80人

2021–2022結業崇拜

葉菁華院長籲神學生「勇敢為人」

葉菁華院長在證道時指出，世界充斥非人化的力量， 

同學畢業後，進充滿挑戰的世界，要靠着那勝過一切權

勢的基督，「勇敢為人」。上帝的道成為肉身，肯定人

性，讓人恢復上帝的形象。基督是上帝的肖像，在世對

抗非人化的權勢。我們靠着基督，勇敢為人，要有人性、 

實體出席；聖公會東九龍教區郭志丕主教（兼任老師）、

崇基學院院長方永平教授、校友會主席梁遠耀牧師、 

蘇成溢牧師和陳劍博士（兼任老師）及 4位同學於網上

參加。

講人話、盡人事。教會就是三一上帝的形象和肖像， 

培養大家勇敢為人的勇氣。聖餐體現了三一上帝的團契，

體現了人之為人的本質，體現了上帝對我們的無條件接

納，也體現了我們的彼此接納。（講章全文請參閱頁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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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石禮

崇拜設實禮和網上獻石禮，由王珏教授主持。現場準畢

業生獻石予洗禮池，網上 4位參加者則於鏡頭前舉起小

石子，各以一塊石頭代表自己， 將之放入洗禮盤，象徵

將自己奉獻給主，並作紀念。從此以後，這塊代表畢業

生的小石頭， 與每一次在此崇拜的弟兄姊妹同在，參與

敬拜、團契和彼此代禱。王珏教授在過程中誦讀詩作。

崇拜完結後，剛卸任學生會會長楊嘉瑩同學連同葉院長

頒發 2021-2022年度最佳教學獎予任卓賢博士（任老師

連續三年獲此殊榮），而梁若璋校友則頒發梁若璋獎學

金予卓麗精同學（就讀期間兩次獲此殊榮）。

及後，葉菁華教授展示今年由本院致送畢業生之禮品，

並邀請畢業生繳交感言；崇拜完結前，由郭志丕主教祝

福和差遣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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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創世記 1: 26–31；歌羅西書 
1: 15–20；約翰福音 1: 1–5, 14–18

「你們平安入世，勇敢為人，保持

善德，勿以惡報惡，鼓舞灰心者， 

扶持軟弱者，援助困苦者，尊敬眾

人，愛主事主， 在聖靈的能力中，

歡欣喜樂。」今天證道題目取自於

此聖公宗的祝福文。我們需要在這

世界當中勇敢為人。尤其是畢業班

的同學，當你們畢業的時候，我們

會形容這是「下山」，你們要從神

學樓這小山走下去，仍有漫漫長路。

你們要進入一個充滿挑戰、充滿種種

問題的世界，更需要「勇敢為人」。

為什麼需要勇敢為人呢？這個世界

充滿了許多令人不像人、令人不再

是人的「非人化的力量」(forces of 

dehumanization)。當我們想到遠處

在烏克蘭、美國一些地方、緬甸、

又或是上海、香港，我們看到不少

非人化的力量在影響着世界上許多

人。在現代世界當中，「金錢邏輯」

和「權力邏輯」影響廣泛。金錢邏

輯可以透過市場機制、資本主義的

世界，影響着許多人。在此邏輯底

下，人可能變得原子化，人和人之

間成為了只有競爭、利益的關係。

另一方面，「權力邏輯」可以透過

官僚體系 (bureaucracy)、社會主義、

或着重管理的體制，使人出現「集

體化」的情況，磨平個體的特性，

人和人之間的差異變成管理上的障

礙。這些情況都是會導致非人化的。

勇敢為人 葉菁華
本院院長

姑且不談一些主義和制度。按道理，

人本身應是目標 (ends)，但在我們日

常生活的運作當中，人往往淪為手

段 (means)。為了達到種種目標，大

至經濟發展、國族富強、政治理想，

小至教會增長、學校聲譽、機構形

象，有時人會被犧牲。從信仰角度，

我們可以說，在種種非人化的力量

背後是「靈性權勢」，就是歌羅西

書中說的「執政的、掌權的」(1:16)。

那些權勢本來是藉着基督，也是為

了基督被造的，但隨着世人墮落，

那些權勢也墮落，變成了敵對上帝、

綑綁人類的權勢。這些權勢透過我

們的日常生活、政治、經濟、文化

各個層面，扭曲人性，令人失去自

由，又構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的「江湖」，令我們隨波逐流，喪

失自我。這些都是一些阻礙我們真

真正正成為一個「人」的力量和權

勢。所以，我們要勇敢為人。

保羅在羅馬書第十二章第 2節強調：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

而變化」。不要效法這個世界，是因

為這世上有種種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思想、實踐、習慣，往往為靈性權

勢所利用，令人不像人，產生非人化

的情況。我們作為有基督信仰的人，

我們應該持守和傳承基督信仰的價

值觀，也就是聖經見證的價值觀。

基督信仰的對象，固然是三一上主，

但也重視人，重視人的尊嚴。在創世

記第一章，我們耳熟能詳的經文便

交代得清清楚楚： 所有人，無論性

別，皆是按上帝的形象和樣式創造。

這些人是眾數，是「他們」，全都是

按上帝的形象創造。到底甚麼是上

帝的形象呢？不同神學家有不同的

看法。有人採取實質性 (substantive)

的看法，認為這形象是人的某些特

質，例如某些神學家相信，神的形

象就是人的理性，有些則認為是人

的自由。另一個功能性 (functional)

的說法就是，上帝的形象就是人像

上帝一樣，管理大地。但近幾十年

的神學討論則認為，我們應該從關

係性 (relational)理解神的形象：所
謂上帝的形象，就是能和上帝感通、

溝通，也能和他人感通、溝通的關

係。為什麼？因為上帝本身並不是

一個孤單的君主，而是三位一體的

上帝，當中聖父、聖子、聖靈三位

互滲互存 (perichoresis)。那麼，人若
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人和人的關

係、人和愛的關係、人和社群的關

係，縱使不完全，但也反映着三一

上主的榮耀。我們又可以說，人是

三一上主的 icon。正如歌羅西書所
載：「愛子是那看不見的上帝之像」

(1:15)。「像」的希臘文，直接音譯
便是 icon，中文可譯為「肖像」。
耶穌基督是上帝的肖像，因為人按

上帝的形像創造，而耶穌基督便是

最完美的人。（當然，他是完全的

神，也是完全的人。）

至於約翰福音第一章 14節所說「道
成了肉身」，顯示上帝對人的重視，

並上帝與人的密切關係。三位一體

上帝的第二位，成為了有血有肉的

人，住在我們中間。全能永恆的上

帝，成為受種種限制的、在具體時

空中的人。這個人─拿撒勒人耶穌

─有其性別、民族、語言、文化、

職業。超越萬有的上帝，竟然成為

了這麼一個具體的人。東方教會很

多神學家，由愛任紐、到亞他拿修，

到加帕多加三傑，都有被稱為成神

論 (theosis)的講法：「神成為人，
使人可成為神。」第一次聽的時候，

可能以為這是異端邪說，但讀過教

會史、基督教思想史的都會知道，

以上這些「教父」都是正統信仰的

代表。這句話並不是如字面所言，

認為人能成三位一體上帝的第四

位、第五位上帝。事實上，這是一

個隱喻，指人靠着上帝的恩典，藉

着耶穌基督─成為肉身的上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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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 2022年結業崇拜中葉菁華院長之證道經修訂而成。）

─得以參與上帝的「神能」(divine 
energies)。正如彼得後書第一章第
四節所說：「因此，他已把又寶貴

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使我們既

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分

享上帝的本性（become partakers of 
divine nature）」。我們可以參與上
帝的本性，可以與上帝感通。這樣

說，並不是指人多了一種能力，而

是回復人的本性，亦即上帝創造的

本意，即人是可以、也應該與上帝

有親密的契通關係，而人與人之間，

也是可以、也應該有親密的契通關

係。這就是上帝拯救的原意：讓人

恢復本性，恢復與上帝的契通關係，

參與在上帝的生命當中。

如是說，我們要做基督徒、效法耶

穌，所要做的，其實就是做一個人。

那豈不是不用信耶穌也可以？不是。

從我們的信仰出發，要理解如何為

人，我們必須要通過耶穌才能知曉，

因為耶穌基督就是上帝的啟示。所

以，我們必須看着基督，看着聖經

所見證的、死而復活的基督，想着

像基督一樣，時刻與天父保持契通

關係，我們才能成為上帝心目中的

人。而福音正正讓我們呼籲、邀請

所有人，一起成為上帝心目中的人，

建立與上帝的契通關係。

我們所信賴的耶穌基督，他是完全的

人，也是完全的神。他在世期間，一

直對抗一切非人化權勢。他以言語傳

揚天國福音，對抗扭曲人、綑綁人、

壓迫人的罪惡；他以行動醫病趕鬼，

更是直接對抗罪惡權勢，讓人得到

釋放。他在服事的過程中，如是宣

告：「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

是為安息日設立的」（可 2:27）。
我們可以引申出，如果耶穌今天要

說這話，他可能會說，政治、經濟、

教育、醫療、家庭等社會制度，都

是為人而設的，而人不是為這些制

度而設的。這些制度是為了服侍人，

人不是為了服侍這些制度。耶穌基

督最後面對着自身民族的權貴（猶

太人領袖）、外族帝國的壓迫（羅馬

政權）、民粹的力量（迎接他進城，

又大叫釘死耶穌的民眾）、利益的

考量（猶大），他被拘捕、被審訊、

被虐待、被凌辱、被釘死。但即使

如此，他仍然勇敢為人，既非積極

鬥爭，召喚天兵天將將敵人殺個片

甲不留，也非消極順從，對權勢唯

唯諾諾。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

成為永生的人，他戰勝一切非人化

力量：因着他的復活，一切非人化

的力量，耶穌基督都向它說「不」。

而十字架和復活，成就了復和、宇

宙的拯救，包括藉着他、為着他造

的權勢，這是歌羅西書的信息。

正因我們有如此的信靠，正因聖經有

如此的教導，我們更可確信，我們靠

着耶穌基督─那位勝過一切權勢，

自己也勇敢為人的基督─我們也可

以勇敢為人。這份勇氣在於，即管 (in 

spite of)面對非人化的力量，我們仍

然肯定人性。如何肯定人性呢？我們

要有人性、講人話、盡人事。一方

面，我們自己先要有人性。孟子說：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孟子．

公孫丑上》）。對他人沒有憐憫，又

豈能稱之為人？人性的表現常是自

發的，我們看見孺子將入於井，便會

動惻隱之心，想要救他。救人的衝

動並不是基於利益計算、他人評價，

而是發自內心的。耶穌基督看到人有

需要的時候，便會憐憫他們。我們

今天看見太多太多世間的荒謬，容

易令我們變得麻木，逐漸失卻人性。

惻隱之心好像信用卡一樣，用着用

着，便逐漸用完了。求主幫助我們，

常在聖靈當中，讓我們有從聖靈、

上帝而來的愛。另外，除了要有人

性，我們亦要講人話。我不知如何

界定「人話」，但聖經教導我們「要

用愛心說誠實話」（弗 4:15）。不

要言不由衷，不要答非所問，甚至

不知所謂。此外，我們也要盡人事。

我們要承擔責任，亦要知其不可而

為之。有時，我們會面對兩難、含

混的處境，任何選擇皆會帶來傷害，

但正正在這些處境中，我們仍要勇於

抉擇，並承擔後果。這令我想起潘霍

華 (Bonhoeffer)，以及《沈默》的小

說和電影。作品提及，當時在日本

傳教的神父面對一個很重要的抉擇：

到底他們該持守信仰，容許自己和教

友被殺，還是腳踏十字架、公開背棄

信仰，以救教友並得以苟且偷生呢？

兩個選擇都並不容易，但我相信，在

這種兩難局面中，我們就是要勇敢為

人地做出抉擇，並承擔抉擇的後果。

各位，在將來，如果你們要在教會

或其他工場事奉上帝，特別是在教

會崗位事奉上帝的畢業生，你們是

蒙福的，因為教會就是三一上帝的

標誌。基督是上帝的肖像，人也應

該是上帝的肖像，不過一般人仍有

許多的罪過。而教會就是三一上帝

的形象和肖像，她培養勇敢為人的

勇氣，而培養這種勇氣的先決條件，

便是宣講上帝對我們的無條件接納。

或者我們無法接納自己，但上帝仍

然接納我們。另一方面，教會亦宣

講那位被釘十架的上帝，那位親口

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

離棄我？」（太 27:46）的聖子。 
這位上帝自己也陷入生命中最難的

景況，但仍勇於面對。你們想想，

他在客西馬尼的祈禱，面對着種種

痛苦，他仍然勇往直前。而教會的門

徒訓練，就是鼓勵人跟隨基督，做

回符合上帝心意的人。而在種種教

會儀式中，最高峰的一件便是聖餐，

因為聖餐正正體現了三一上帝的團

契，體現了人之為人的本質。它體現

了上帝對我們的無條件接納，也體

現了我們的彼此接納。領聖餐的人，

可能來自不同性別、階級、種族、政

治、經濟、文化，我們中有許多差

異，甚至存有嫌隙，但是，藉着這美

妙的教會聖禮，即使我們之間存在紛

爭、誤解、鄙視、憎恨，我們也可

以一同分享主的身體、基督的寶血。

這也成了天國的最佳「示範單位」，

我們盼望着將來，天國降臨之時，

這一切破壞上帝創造美意的嫌隙、

隔膜、非人化力量，都能得以消解，

讓我們所有人在一起連結，同時又能

保持個體性，以此讚美三一上主。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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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德培教授

4月 11日，白德培教授獲香港浸會大學邀請講課，講題有關於香港年青罪犯的更生事工：挑戰及機遇。

邢福增教授

4月 19日，邢教授為加拿大 BC講壇主講網上講座「基督教與中國祖先的相遇：教會歷史的回顧」。BC講壇由
加拿大基督教主恩堂、高貴林國語教會、Zion Chinese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Ladner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及創欣神學院主辦。

1. 葉菁華院長於 3月 4日至 5月 29日期間，分別於崇真會窩美堂、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啟田浸信會、中華
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中華基督教福恩堂、中華基督教會油塘梁發堂、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北角堂和基督教

九龍五旬節會證道，亦在興學證基小學校長團契分享。

2. 世界傳道會東亞區會會議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East Asia Region 2022 Regional Assembly) 5月 24
日至 25日於線上舉行，葉院長應邀作主題演講，講題為「後疫情世界的教會」(The Church in a Post-Covid 
World)。參與會議的教會來自六個國家和地區，包括大韓耶穌教長老會、基督教新加坡長老會、基督教馬來
西亞長老會、緬甸基督長老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老師消息

院長行蹤

書名：《聖經在中國的新闡釋》（電子簡體字書）

主編：林精華、盧龍光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出版日期：2022 年 5 月

售價：HK$168

聖經是近代史上出版發行量最大的書籍。然而，相對於中文聖經翻譯而言，

聖經的學術研究在中國起步較遲。在過去 20年，學術界配合國家的改革
開放政策，不斷努力與時俱進，先後舉行了多次聖經研究學術會議，凝聚

了不少中國的聖經學者，發表了關於聖經漢譯、經文理解、文學詮釋及文

本之外的闡釋等論文。本文集大部分論文均選錄自 2015年在北京首都師
範大學舉行的「聖經及其文學闡釋」國際會議，希望對聖經的中國化研究

有所貢獻。

書名：《百年好事 ─ 女青與香港婦女發展》

主編：黃慧賢

出版社：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出版日期：2021 年 12 月

售價：HK$158

本書闡釋女青於 1920-2020年間，在香港從事的各種「女子」事工，及其
對香港婦女發展的貢獻。

新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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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院校董及校友梁靄庭牧師 (’15 MDiv)，2022年 1月 1日起，接替黃月英牧師 (‘88 BD; ’01 MTheol)，出任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堂主任。願上主賜恩加力。

2. 本院同事鄧長祐先生 (’08 BD)和吳佑勤女士的次子鄧樂行於 3月 18日出生。願上主賜福小孩子在愛中健康 
成長。

3. 馬善詩女士 (’21 MDiv)和劉保宏先生的兒子劉盼祈小朋友於 3月 10日出生。願上主保守小孩子在愛中健康
成長。

4. 本院校董及校友郭志榮牧師 (’15 MACS; ’18 MDiv)，2022年 4月 1日起，接替伍山河牧師 (’81 BD)，出任 
五旬節聖潔會香港總監督。願上主賜恩加力。

5. 李均熊博士於 4月 30日獲基督教會活石堂按立為牧師。按立禮由活石堂主辦，並由本院協辦，於網上直播。

6. 唐洪林博士 (’10 MACS, ’15 MTheol, ’20 DTheol)榮獲周聯華牧師紀念基金會「2021年優良博士論文獎」 
之佳作博士論文獎。唐博士的論文題目為「田立克民族主義觀的研究」，指導老師為本院葉菁華教授。

7. 劉俊謙先生 (’21 MDiv)和陳詠儀小姐於 4月 23日在中文大學崇基禮拜堂舉行婚禮。願主祝福一對新人。

8. 本院支持宗派崇真會選出新會長周燕鏞女士，本院校友馮少雄博士 (‘11 MACS; ‘14 MATS)為第一副會長， 
林希維先生為第二副會長，梁金華牧師為總牧，麥美蓮牧師和李慧芝牧師分別為第一及第二副總牧。

9. 6 月 26 日，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九龍堂堂區宣教師鄧民瀚先生 (’13 MDiv) 獲按立為該堂堂區
會吏。典禮在九龍堂聖堂舉行。

10.  7月 10日晚，香港基督教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堂區牧師李國強先生 (’05 BD)將獲該會接納為屬管牧師，典禮在
該會九龍堂舉行。

葉漢浩教授

1. 4月 5日，葉教授獲邀在 Oxford Centre of Mission Studies 組織的 Montagu Barker講座中，主講 ‘Multi-
dimensional mission which makes people “see their neighbours”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An inspiration from Luke 
10:25-37’。

2. 葉教授獲邀在牛津大學 Faculty of Theology and Religion舉辦的新約研討會分享論文，題目為 “The Relevance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o New Testament Studies”。

黃慧賢教授

3月 3日，黃教授獲邀在普林斯頓神學院海外牧職研究中心 (Overseas Ministries Studies Center)網上座談會分享 
「婦女領導與教會使命」。

任卓賢教授

4月 7日，任卓賢教授應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講學邀請作線上講座，為道風經典導讀系列主講斐洛的 
《論《創世記》— 寓意的解釋》。

德詩婷教授 (Prof. Naomi Thurston)

1. 2月 28日，德詩婷教授獲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邀請於芬蘭赫爾辛基大學課堂進行網上講課，課題為「中國
基督教遇上基督教文化批判」。該課程與世界基督宗教相關，由芬蘭赫爾辛基大學 Dr. Minna Hietamaki負責。

2. 4月 12日，她邀獲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邀請出席 ISCS客席系列網上講座，並就當日挪威奧斯陸大學
(University of Oslo) Prof. Werner Jeanrond發表的主題文章 “How Faith Works”作簡短回應。

3. 4月 20日，她獲邀於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主日學《約伯記》課程主講其中一節。

4. 5月 31日至 6月 2日，她在耶魯大學東亞研究會議「華人神學會議 III：學術與流散神學」上發表文章。

老師消息（續）

恭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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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教育需要你的支持和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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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支出� ‘000
教職員薪津 14,137
訪問學人 444
傢俬及器材 32

行政費用：

　廣告╱招生活動 28
　聯誼費 2
　郵電費 117
　印刷及文具 174
　學生活動 34
　神學日 39
　非中大學位學生學費—中大行政服務 390
　雜項 27
　教室及辦公室維修保養 122

2019–2020年度不敷 4,708

 20,254

不敷 (5,495)

� HK$
收入� ‘000
崇基校董會龐萬倫基金 2,273

捐款：

　校友 282
支持教會 4,658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香港五旬節聖潔會

個別堂會 730
個人奉獻 520
非中大學位學生學費 2,261
行政服務 517
其他 91
獎助學金項目補貼 547
崇基神學教育基金補貼 2,880

 14,759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2020-2021財政報告

1. 林崇智牧師 (‘85 BD)母親岑志霏女士於 3月 9日安息主懷，在世生活 98載，安息禮拜已於 4月 17日在 
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安素堂舉行。

2. 葉信德先生 (‘11 MACS; MDiv)父親葉新瑞先生於 3月 13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已於 4月 7日在世界殯儀館
明思堂舉行，翌日舉行告別禮及火葬禮。

3. 麥明儀女士 (‘07 BD)之母親麥容潔明女士於 3月 29日去世，喪禮已於 5月 1日在萬國殯儀館舉行。

4. 本院同學王振聲先生 (MTheol)於 3月 31日去世，安息禮拜已於 5月 20日在世界殯儀館舉行。

5. 4月 19日，前馬來西亞神學院老師、大馬衛理華人年議會會督黃迪華會督安息主懷。翌日舉行追思禮拜， 
同時轉播，共兩千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牧者及弟兄姊妹一同參與。他曾多次到本院參加會議。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

哀悼

中國播道會恩福堂副堂主任余秀嶽牧師 (’82 BA)榮休感恩見證歡送會於 2022年 6月 11日舉行。余牧師於 2021
年 8月底確診患淋巴癌，經前神學組主任陳佐才牧師鼓勵，她於是撰寫文章與讀者分享心路歷程和體會，文章
最後結集成書《病中札記—癌症休想打垮我！》，並已於 2022年 5月出版。

校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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