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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讓絕望和灰心掌控我們

哀莫大於心死！沒有基督的品格和愛心，丟棄公義和正直的脊骨，不再不以福

音為恥，沒有委身和承擔，不求改革和復興，看不見美好生命的見證，聽不到活潑

有力真道的傳講，失去與神親密的同行和同工，這些是當今教會最大的危機！歐洲

教會充滿荒涼，美國教會不斷萎縮和陷入撕裂，北美和澳紐的華人教會加速老化，

宣教工場缺乏委身的工人，內地教會面對政權強勢的監控，台灣教會面對經濟的低

迷和前景的憂慮，香港教會面對社會的撕裂並接班期和負增長的浪潮，再加上中美

冷戰的陰影和持續的高房價高租金的困境，許多年輕人和信徒對前景、教會、政權、

牧者、人生有很深層的失望和灰心。無能感、怨氣、灰心和各種樽頸成為這時代的

特色。當今教會一大危機，就是我們縱容絕望和灰心掌控了我們的心靈。

要興起更多敢夢敢拼敢擺上的工人

自承擔神學院院長一職後，我心中有一個持續的禱告，就是求神復興祂的教

會，復興祂的眾僕人和眾信徒，並呼召更多弟兄姊妹起來事奉，成為敢為神夢想的

僕人，成為敢夢敢拼敢擺上的僕人。我們要堅持「以使命代替憂慮」、「以光明應

對黑暗」和「以仁愛和真理去取代仇恨」。無論落在何等艱辛的環境裏，基督徒絕

不能容讓絕望、灰心和仇恨掌控我們。我們的神是那位能「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

開江河」的獨一真神 ( 賽 43:19)。在各種讓人灰心和憂心的時代，神的方法就是不

斷興起有脊骨、敢承擔、傳福音真理的僕人。在法老霸權的時代，神興起了摩西；

蔡少琪 院長 

2

建道通訊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Bulletin 194



院
長
的
話

在非利士人欺壓百姓的時代，神興起了大衛；在被擄的時代，神興起了但以理、以

斯帖、末底改、尼希米和眾多的先知。

基督徒不能絕望！神仍掌權！

記得我在美國讀博士的時候，碰到一位年老的宣教士，他看我是中國人，就激

動地抓住我，說：「當文革的時候，我在美國非常灰心。想起自己和眾多前輩的心

血好像白費了；在許多黑夜裏，我灰心流淚。但當改革開放後，我有機會跑到曾事

奉的地方和教會，發現神在絕望的環境中保守祂的教會，興起了祂的僕人，藉著聖

靈的大能，復興了祂的教會，讓中國教會成為二十世紀一大奇蹟。」基督徒一大責

任和特權，就是不能絕望，也不應絕望！保羅說得好，當我們遭遇苦難，被壓太重，

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並且當自己心裏也斷定是必死的時候，我們

才懂得不靠自己，而只能靠那叫死人復活的神 ( 林後 1:8-9)。戴德生說得好 :「不信

的人只看見困難，信的人看見自己和困難之間還有上帝。」

教會需要復興！教會需要工人！我們需要你的同行！

承擔院長一職後，心中常常禱告，求神復興教會，求神興起更多與神學院同行

的領袖，求神使用神學院栽培更多能委身愛神、愛教會、愛人和不怕時代艱難的僕

人。建道一大事奉目標就是：渴慕與不同教會和宗派合作，一起訓練更多信徒領袖，

一起幫助更多在職的教牧同工有突破、有更新。教會必須重建「信徒皆祭司」的神

學！訓練更多工人，為信徒找崗位，是教會重中之重的任務。我很喜歡葛培理牧師

和學園傳道會創辦人白立德的屬靈師傅梅爾博士 (Dr. Henrietta C. Mears) 的「主日學

老師的十誡」。她說：「我會留意讓他加入某一特定的事工，有明確的事奉崗位。

除非每個學生完全成為積極事奉的基督徒，否則我不會休息，因為神為每一個人都

安排了服事的工場。」牧者不更新，領袖不復興，弟兄姊妹不起來事奉和接受裝備，

則教會不可能復興。教會要復興，就要先從講台復興開始。我常常禱告，求神復興

教會的講台服侍，求神復興教會的牧者，讓活潑有力的真道和如雲彩的見證能從講

台發出，督責我們，激勵我們，更新我們！有好的崇拜，有好的講道，信徒的心靈

就能被真道振奮，心靈得著甦醒，教會就有主心骨，就有眾人能共鳴和認同的合一

信息。我的禱告是，求神讓建道與教會有血脈相連的合作，同心合力興起信徒領袖，

栽培更多能接班的傳道人，更新更多能活出基督心腸和傳講基督真道的僕人！

當人甘心背上十架跟隨主，教會復興就有望！

我很喜歡約翰福音二十一章。當彼得和眾門徒灰心失望時，主耶穌仍深愛他

們，在岸上細心地預備了炭火、魚和餅，並再次呼召彼得，說：「你愛我比這些更

深嗎？」( 約 21:15) 何等失敗的彼得！但靠著聖靈的大能，他竟然能將福音傳開，

並對著逼迫教會的掌權者說：「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

3



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酌量吧！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徒 4:12, 19-20) 在埃及開羅

的馬卡田 (Mokattam) 山上有 Zabbaleen（垃圾人）族群，他們貧窮，他們以回收

垃圾為生。幾十年前，開羅市長排斥他們，將他們驅逐到市區邊緣的馬卡田山，當

地人稱那裏為「垃圾城」。1974 年，教士 Samaan Ibrahim (Brother Farahat) 蒙召進

入他們中間服侍。神大大復興他們，建立了中東地區最大的教會，世界最大的洞穴

教會，激勵了各地的基督徒。當人問這位西門教士，你有什麼秘訣？他回答說：

「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 來 13:8) 神不斷使用各地的彼

得，興起不同的小人物，喚醒灰心和絕望的心靈，興起了祂的僕人，復興了教會，

為世人帶來充滿光明和永恆盼望的福音。耶穌深愛小人物，耶穌呼召小人物，耶穌

重用小人物！神要用你！神要用我們！神用我們，不是因為我們能，而是因為我們

承受了祂許多恩典後，我們受感動，敢對神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教會需

要復興！教會需要興起願意一生委身、一生忠心事主的僕人！你願意回應主耶穌的

呼召嗎？你愛主比這些更深嗎？求神感動你起來接受裝備！求神感動你成為我們同

行者，一起栽培更多敢夢敢拼敢擺上的僕人！求神復興祂的教會！求神復興祂的僕

人！

院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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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牛津字典，「朝聖者」一詞來自拉丁文 (from the Latin peregrinus)， 

意思是從遠處來的行旅者，他是一個人在旅程中，為個人宗教信仰的緣

故，向着一個地方去，這個目的地是他個人認為很重要、神聖的地方 (on 

a journey to a holy place)。「朝聖者」的字面意思是一個人的人生旅程。

在基督教的文學中，「朝聖者」和「朝聖之旅」是指屬世的生命經驗或屬

靈上有抱負的人，由不幸悲慘的狀況走到聖經中所記載「八福」的內在過

程 (the experience of life in the world 〔considered as a period of exile〕 or to 

the inner path of the spiritual aspirant from a state of wretchedness to a state of 

beatitude)。

聖經中記載，跟從上帝的人的旅程也是這樣的 –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

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 ! 他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

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谷。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安朝見　神。」（詩

84:5-7）

聖經中詩篇指出，跟從上帝的人，靠著上帝有力量走這「朝聖之路」，

這「朝聖之路」不是「天色常藍」之路，而是會經過「流淚谷」，然而上帝

能夠將這「流淚谷」變為「泉源之地」，朝聖者也因此而經歷「秋雨之福」，

到最後朝見　神。基督徒作家路卡杜 (Max Lucado) 指出，雖然上帝從來沒

有說過這朝聖之旅會很容易，但祂確實說過，到達終點的時候，跟從上帝的

人會發現這個旅程是相當有價值的 (God never said that the journey would be 

easy, but He did say that the arrival would be worthwhile)。 約伯記也說「人生

在世必遇患難，如同火星飛騰。」( 伯 5:7)，基督徒在跟從上帝的旅途中必然

會遇到困苦，這是不需要驚訝的。

朝聖者必遇的困苦 (Existential Su�erings)
從心理輔導角度看，今天信徒在這個屬世的生命旅程中必遇到的三

朝聖者的

生命
行旅 劉佩婷 博士 

輔導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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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困苦是：(1) 失去與哀傷 (grief and loss)；(2) 孤獨與憂鬱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3) 恐懼與焦慮 (fear and anxiety)。

失去與哀傷

學者指出，「哀傷」是從英文 grief 翻譯出來的詞語，拉丁文原意是沉

重 (heavy)、痛苦 (painful)、重要 (important)、包袱 (burden)，意思是指一個

人背負着很重的東西，既沉重又痛苦，這個沉重的包袱可能是失去了摰愛的

親友，失去了愛的機會，失去與父母連繫的機會，失去了完整的家，或失去

了身份或對將來的盼望。哀傷是失去了重要的東西的正常反應，哀傷不是

病，是一個轉變的機會、一個重整的過程 (Grief is not a disease. It's a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adjustment)。盧雲神父指出，每一次「失去」都是一

個給朝聖者選擇的機會，他可以選擇與「失去」共存，走向「憤怒、指罵、

怨恨、憂鬱的路」，或者朝聖者可以選擇讓這些「失去」成為一條又新又闊

的道路，引導他們去經驗一些不知道、不認識的東西。("Every time there are 

losses, there are choices to be made. You choose to live your losses as passages 

to anger, blame, hatred, depression and resentment, or you choose to let these 

losses be passages to something new, something wider and deeper". by Henri 

Nouwen) 哀傷過程中，上帝應許將「流淚谷」變為「泉源之地」， 並讓朝聖

者經歷「秋雨之福」。經歷「哀傷、失去」是一件傷痛的事情，朝聖者也不

例外，失去重要的人和事，讓我們感到混亂、迷失，每一個傷痛的經歷都是

給朝聖者選擇的機會，選擇重整我們人生的優先次序，選擇信靠上帝，繼續

走一條上帝「在曠野中為我們開的道路」，走一條我們不知道、不認識的道

路，這個選擇和決定背後需要勇氣。

孤獨與憂鬱

2018 年初，英國政府設立一個新職位，名叫「孤獨事務大臣」(Minister 

for Loneliness)。孤獨感成為英國一個十分受關注的題目，2017 年的一個報

告指出，有超過九百萬的英國人表示經常或者常常感到孤獨。孤獨感不單是

英國出現的問題，也是現代社會一個重要關注議題，研究指出：長期感受孤

獨對精神健康十分不利，有學者更指出現代的抑鬱症是一個孤獨感的疾病 

(Depression is a disease of loneliness)。

孤獨和獨處不同，獨處 (solitude) 的意思是，在繁忙的生活中，渴望一個

人透過有意義的活動 ( 例如閱讀、繪畫、聽音樂 ) 重新得到力量；而孤獨感的

意思是，雖然置身在很多人中，但感到未能投入在一份有意義的關係裏，未

能有深入的分享，未能有意義的對話，未能夠感到被明白因而感到孤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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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者也不例外，在人生旅途中某些階段必然會感到孤獨，在我的臨床經驗中，

人生最常感孤獨的階段是中年期。

一位太太在機場流著眼淚送別幼女到外國升學，她知道她的眼淚不是為

女兒，而是為自己流下的。過去廿多年，她一直辛勤地煮飯、做家務、照顧

家人，現在女兒已經長大，到外國升學，有自己的生活，她現在不用趕著回

家為家人預備晚餐，也沒有人等著她照顧，開始意識到自己的人生就這樣過

去了，她突然間感到迷失，意識到原來人生中到最後只有自己一個人，孤獨

感湧上心頭，問自己：「我的人生意義是什麼 ?」

一位男士在一個行業工作了二十多年，每日的工作很單調枯燥乏味，最

近感到公司對自己的表現不滿意，感到有壓力，要努力追趕很多新的工作模

式和思維，同時也發現家人和工作都不需要自己；過去把很多時間投放在工

作中，失去了與朋友家人連繫的機會，對於過去有很多懊悔。他意識到自己

的人生就這樣過去了，突然間感到迷失，發現身邊沒有人明白自己，也察覺

到錯失了做自己喜歡的事的機會，開始問：「我的人生有什麼意義 ?」

從心理輔導的角度來看，生活幸福感是一個人經驗到自己存在的重要和

意義的感覺。人生路上有些時候，我們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將自己送給這個

世界，關注這個世界所關注的，我們不真誠地 (inauthentic) 生活，意思是，

我們忘記了管理和照顧自己人生的責任，我們選擇逃避，逃避為自己的人生

負責任，只跟從這個世界的生活和標準，讓其他人或東西或經歷掌控自己的

人生。在人生中經歷危機可能是一個推動力 (activation)，激發起我們為自己

的人生做選擇，選擇重新連繫於上帝，尋找自己生存的意義。朝聖者在人生

旅程中發現身邊的親人和朋友未能明白我們而感到孤獨，這可能是一個機會，

讓朝聖者重整人生的優先次序。走這朝聖之路是孤單的，朝聖者需要朋友，

也需要陪伴，朝聖者也要把握機會，成為別人的朋友、別人的陪伴。然而，

朝聖路上必然遇到的孤獨感不能叫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這是上帝的應許。

恐懼與焦慮

朝聖者必遇的恐懼與焦慮的來源，第一樣可能是「死亡」。「死亡」對

信徒來說一點也不陌生，我們出席很多安息禮拜，知道人不能逃避死亡，知

道「死亡」不能叫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研究指出，基督徒相對於穆斯林和

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有明顯較低的死亡焦慮感 (Morris & McAdie 2009)，「永

生的盼望」成為我們面對死亡的勇氣。

然而，研究指出，基督徒在生活層面普遍有較高的焦慮感，其中一個主

要原因是怕「犯錯」，怕「被譴責」(Mercer 2015)。這個「害怕犯錯」、「害

怕被譴責」的焦慮感令到基督徒容易覺得自己的身份受威脅，因而產生防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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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變得被動，表面平靜，什麼也不做就不會犯錯，也不會被指責。這樣就

容易產生無聊 (boredom)、空虛 (emptiness)、無意義 (meaningless) 的感覺，

對精神健康不利，容易帶來心理困苦 (psychological distress)。人是需要意義

感的 (sense of signi�cance)，沒有意義的存在會產生「存在焦慮」(existential 

anxiety) 或「存在真空」(existential vacuum)。人不單需要生活的勇氣，更需

要尋找存在的意義。

另一個恐懼焦慮的來源可能是我們逃避經驗 (experiential avoidance)，

意思是：一些人不願意應對負面的情緒感受、負面的思想和不舒服的身體知

覺，並逃避那些引發這些經驗的處境 / 情況。例如，在一些研究中訪問經驗

喪親哀傷的人，他們表示「我自己的感覺讓我感到害怕」、「我擔心無法控

制自己的憂慮和感受」、「情緒給我的生活帶來問題」、「好像大多數人都

能夠比我更好地處理自己的生活」(Nam 2016)。經驗不幸的事件會帶來情緒

反應，這是正常的，可是因害怕這些情緒而產生的第二層情緒反應 (secondary 

response) 令我們更加焦慮不安。害怕自己的情緒反應是我們另一個恐懼焦慮

的來源。其實面對情緒，我們不用害怕，上帝創造我們，情緒是其中的一部

分。面對壓力我們有情緒反應是很正常的，情緒透過身體產生反應，是一個

信號，讓我們知道生活要調整，例如疲倦需要休息。

尋找人生的意義

奧地利精神病學家維克多 ˙ 弗蘭克 (Victor Frankl)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的倖存者，他出生於維也納的一個猶太人家庭，他的家人全部在納粹集中營

中死去。他認為「苦難不再是苦難，當你找到當中的意義，例如：犧牲的意

義」。基督徒在人生路上遇到困苦，可能是很大的打擊，叫我們的生活產生

翻天覆地的轉變。如果你遇到很大的苦難，心裏很難過，藏著很大的內疚，

背著沉重的懊悔，靠著上帝你會找到苦難當中的意義，到時候這些苦難不再

是苦難，而是為你人生帶來獨特意義的經歷。

研究指出，盼望感和焦慮感有顯著的關係，盼望感越高，焦慮感越低，

這個相反方向的關係只在有宗教信仰的組別出現 (DiPerro, Fite & Johnson-

Motoyama 2018)，換句話說，在沒有信仰的組別中，盼望感和焦慮感是沒有

關係的。建基於與上帝的關係中所帶來的盼望感，能夠為我們 ( 朝聖者 ) 減低

人生路上必然遇到的焦慮感，這份關係也能叫我們在朝聖路上不再是孤單一

人。這份「葡萄樹和枝子」的堅固關係成為我們朝聖路上的重要資源和保障，

讓「流淚谷」變成「泉源之地」，讓跟從上帝的人享受「秋雨之福」。

尋找人生意義，不是只坐著，什麼也不做地等待；也不是安裝一個軟件，

按一個鍵，就有方法彈出來，然後跟著指令，就可以找到人生的意義。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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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意義是一個透過提問和拋棄舊的價值觀的過程 (Meaning can be searched 

through questioning and discarding old values)，人生路上，我們常常檢視自

己的決定、反思自己的經歷－過去的成功成為我們面對將來失敗的勇氣，

過去的失去成為我們重新選擇人生方向的機會。

人生的意義是間接地尋找的，是全情投入生活的副產品 (Meaning must 

be pursued obliquely or as a byproduct of engagement)。全情投入生活的意思

是，參與我們認為有意義的活動，透過參與這些活動，推動我們向前行，讓

我們感受到也確認：我們的存在為身邊的人帶來意義。

「朝聖之旅」是苦難與恩典的相遇

朝聖路上遇到的困苦成為我們經歷上帝大能和恩典的機遇，每次經歷上

帝的大能和恩典成為我們繼續走這個朝聖之旅的動力。朝聖之旅是一個個人

的體驗旅程，過程中必然遇到困苦，可是「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 詩 30:5)。朝聖者擁抱所有的經歷，並不逃避；過程中也擁抱自己的獨特性，

從上帝眼中看「我」的存在，「我」存在的意義在於連繫於上帝的關係，在

這份安全的關係上，朝聖者全情投入生活，常作反思，勇於探索所有可能性。

引用梁家麟院長在 2017 年 8 月「爾道自建」的分享 :「這是一個豐盛的生命，

這豐盛就在基督耶穌裏，我們被這個『充滿萬有者』所充滿，充滿內在的力

量、充足的包容和愛心」。我們是熱愛生命的朝聖者。

References:
DiPierro, M., P. J. Fite, and M. Johnson-Motoyama. 2018. "The Role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ope and Anxiety in a Samp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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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道神學院第十四任院長蔡少琪牧師博士就職典禮，於 2018 年 10 月 7 日假九龍城浸信

會順利完成，我們一起成為敢為神夢想的僕人！當晚更在聯邦郵輪宴會中心設感恩晚宴，超過

九百位嘉賓出席，場面溫馨感人。梁家麟榮譽院長在就職禮的勉言中印證和肯定蔡院長和他本

來便持定的事奉態度，並說：「蔡少琪院長敢言，有個人獨到的想法，因此在某些地方是不無

爭議的人，就是說，他有一些想法並未獲得所有人的支持。不過，在這個變幻莫測的世界，隨

俗守舊可不是美德，唯唯諾諾更容易給對手擄走，若是沒有創新突破、敢闖新路的決心，我們

便只有今天而不會有明天，這也違反了高舉開荒的建道精神。」

蔡院長則分享建道的四個持守：聖經無誤、持守大使命、持守合一和持守不斷依靠神；在

持守真理和重視敬虔的大原則下，建道堅持「敢開荒、敢求變、敢嘗試、敢突破、敢夢想」。

他並且以小人物的恩典作為總結：「我們所事奉的主耶穌，他甘心謙卑自己生在馬槽，長在卑

微貧窮的拿撒勒。祂一生深愛小人物，幫助小人物，拯救小人物，重用小人物。建道人只是神

手中其中一批小人物，但我們知道在我們這些瓦器裏，有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的。我們成了何

等樣的人，全是恩典。能事奉主是無限光榮。」

採寫：周以心 
拓展部同工

建道人係我：

的忠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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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恩 晚 宴 中， 由 年 輕 一 代 的 師 長

擔任司儀和不同崗位，從新的老師承接

中看到接棒和薪火相傳。不論是神學院

或 教 會， 都 有 特 權（privilege） 和 責 任

（responsibility）好好支持栽培提拔下一

代，讓下一代能承接福音的棒子。

翌日，還有一場校友午宴，名為「敢為神夢想的校友」！這次校友午宴除了遇見好久沒見

到的同學和校友，特別的是也看到不同 Line ( 編按：Line 是學姊學妹 / 學兄學弟的連結 ) 一起

出席，感到很溫馨，好像一家人一起吃團年飯的感覺。我很享受校友飯局的訪問環節，梁淼然

傳道做主持，訪問蔡院長當年暑假三兄弟出隊情況，訪問郭奕宏牧師如何由監獄佈道開展為監

獄佈道機構，還有 2011 班的黃文麗姑娘分享當年監獄佈道的難忘回憶；或超越十五代的「型

男 Line」、學姊學妹「笑 Line Line」的感情；甚至不同年代宿舍生活的趣事…讓大家更立體地

認識了建道生活，並且勾起昔日在建道讀書的美好回憶，當中好些生命傳遞的見證也激勵了大

家。

此外，周品輝傳道和周陳青傳道伉儷分享：當年在獻身營的小組裡看到一位組員，之後

才知道是蔡少琪老師，他的謙卑影響了他們選擇就讀建道，結果他們成為蔡牧師的關心小組組

員。今天他們牧會時，也常會以蔡牧師的生命作榜樣：要謙卑、要學識廣闊、要接近人群！

午宴中，大家透過 Sli.do 網站，現場向蔡院長提問：為什麼蔡院長會追求蔡師母？每天睡

多少個小時？在建道第一次流淚的事？做 PowerPoint 投影片有什麼秘訣，為什麼可以做得這

麼快？頭五年想達成什麼夢想？在長洲海旁的海鮮檔最喜歡吃什麼？最喜愛那節聖經？如果這

世上沒有泡菜…等等。當問到蔡院長最喜歡的歌手和名曲，他當場唱了幾句鄭少秋的《情與

義》，場面非常熱鬧。

▲  2018 年 10 月 8 日 校友午宴—「敢為神夢想的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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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午宴也是對神學院和對新院長的一種支持，在午宴看到不只是蔡院長一個

人發夢，而是大家一起為夢想前進，感覺很有活力、很青春。有校友分享，好像燃

點了當初在神學院勿忘初衷的感覺。郭奕宏牧師也即場送贈建道圍巾給年長的校友

（包括 60 年代畢業的），透過建道圍巾給予另一種的「擁抱」。來到的人都很珍惜

相聚的時刻，也看到校友主動幫忙接待、攝影、搬運物資。不同年代的校友原本未

必彼此認識，但透過這個聚會，大家就認識了。雖然我讀書時沒上過蔡院長的課，

跟他不熟，但這次校友午宴卻有多方面的體會和觸動。

就算午宴安排在多數牧者休假的星期一，仍然有人來不了，反映出他們工作的

處境不是很容易抽身，可能因為教會有突發事情要應付。有同工表示，有些校友來

不了不代表不支持，他們有其他的方法來支持，可能是透過金錢奉獻或是回學院探

望老師同工等。說到探望老師，為了參加院長就職禮和晚宴，有一位普通話課程的

東北同學和一位北京同學一起坐火車，花了超過 40 多小時來香港，晚宴後就馬上回

去。他們說除了建道情，也是因為蔡院長教過他們好幾門課，並且關心同學的成長、

生活、學業和事奉等。

借用一位校友的分享：「很溫情，校友分享好感受到建道情，各環節好緊湊，

無冷場 ，是一次難忘又好喜樂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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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院長雙手接過「委任狀」
▲  2018 年 10 月 7 日 新院長就職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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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韋安 博士
研究課程副主任 / 神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教會急需改變革新—我想，這句話恐怕是不少人的心底願望。

事實上，更新、革新、創新正是教會的本質。無奈，教會卻往往處於「舊」與「新」的

張力之間。甚至，教會往往在社會中被理解為「死板守舊 」的代表。教會宣認信實不變的上

帝，堅守不變的福音真理，卻往往盲目地依附於固有之傳統，一成不變。其實剛好相反，正

正因為上帝是信實不變的，上帝往往是一切新事的開創者—這句話雖然矛盾，但卻是如此。

事實上，除了上帝，沒有任何外在的事物不會變更。

從神學上來說，教會是上主在基督裡面的「新創造」καινὴ κτίσις（林後 5:17）。教會羣
體是基督裏面的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不會被時間的流逝影響，「歷久常新」應該是教會

的標記與特徵。「新」（Novum）乃是一個屬於上帝的形容詞。「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恩典」（哀

3:23）、「全地都向耶和華唱新歌」（詩 96:1）、何西阿應許出現「新的地土」；以賽亞應許「新

大衛」；耶利米應許「新約」；第二以賽亞提及「新出埃及」；以西結強調「新聖殿」等等。

這些都是以色列民從未想像過的新事。第二以賽亞更有一段有關「新」的經文：「你們不要

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 43:18-19）。

經文中，所謂「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原文裡面是 imperfect的時態。它是未曾完成的事。

它是現在進行式。教會走在一條上帝「正在開拓」的道路。從二千年前開始誕生，教會不斷

在歷史中行走，經歷不同時代的變遷，與上帝不同年代的新事。教會常在改革之中（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 est）。以色列民面對耶和華上帝所行的新事，他們只能懷着期盼與冒險，

敢於走在前人未曾走過的路上。不過，卻是同一位上帝，帶領他們走一條新的道路。

因此，面對「舊」與「新」的張力，我期望，香港教會能夠在禱告中共同思量未來的前景，

思考「新」事。我期望，香港教會將會出現不同類型的新思維、新教會文化，甚至是新教會。

所謂「新教會」，不只是複製另一間一模一樣的教會。無論是過去的植堂，抑或現今流行的「一

堂多點」，這些概念其實都是舊有教會的複製。植堂乃是舊有的重複；植點只是舊有的延伸。

當然，假若舊有的模式能夠奏效，教會沒有創新的必要。不過，過去十年香港教會的狀況，

不能不說，香港教會正面對不少難題，在此簡單略為點出一二：

一堂會發展樽頸。無論是福音佈道抑或堂會發展，教會似乎已經到了一個樽頸位置。

教會必須重新思考教會的整體發展方向。不過，所謂「發展樽頸」，其實已暗示一

種沿用固有模式的思維。因此，要突破樽頸，似乎需要更大膽的創新與撇棄。

二傳統牧養與聚會模式失效。其中一個發展樽頸的原因，乃是舊有牧養模式與事工失

效—無論是近年主日學衰敗、分齡牧養失效、崇拜講壇低落，教會都急需尋找一

個迎合這一代香港信徒處境的牧養方式。「門徒訓練」似乎是眾人欣然的前路。不過，我恐

塑造香港教會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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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它只是教會換湯不換藥的變種。香港教會需要思考的，不只是表面的事工模式，甚至更是

根深蒂固的結構問題。

三教會在社會的整體形象低落。自從雨傘運動開始，教會與社會的關係受衝擊，面對

香港社會面前急促震盪的政治氣候，教會如何面對當前的政治變遷呢？教會的沉

默、教會的發聲、教會的表達、教會的支持，通通都是塑造教會時代的關鍵，更影響教會在

香港社會的整體前路。

四教會斷層。面對以上的難關，青年從教會出走已經成為一個非常嚴峻的現象。首當

其衝的是傳統中小型堂會以及獨立堂會，但大型堂會也有相當多的流失。由於更新

速度緩慢，教會的舊有模式完全不能回應新一代的需要。這十年來，不少信徒離開教會—

有的轉移到新類型的英文教會，有的遊走在各巨型堂會的崇拜之中，有的已經習慣「有信仰、

無羣體」的 unchurch狀態。

面對如此嚴峻情況，我認為，香港教會需要同時進行「改革」與「創新」。所謂「改革」，

就是在已有的建制上進行有效的改變。不過，改革需要耐性，在舊有的建制上進行更新與蛻

變，往往是漫長幾十年的事。因此，與此同時，我認為，香港教會同時需要「創新」教會。

無論如何，在已建立的建制中謀求改革，在新的土壤上創新幼苗，正是香港教會面前的重要

課題。

香港教會不只是需要「傳統」，更需要「前景」。所謂「傳統」，其實是過去前人曾經

面對的「前景」。何謂「前景」？所謂「前景」，按照聖經的語言來說，正是「異象」（vision）。

沒有前景，只固守傳統的教會，正會導致教會的停滯不前。不過，所謂「異象」，並不是每

一次都以神祕靈異的方式出現，它是在聖靈的引導下，教會肢體共同思量、共同反省、共尋

前路的結果。

今年二零一九年乃是建道神學院的 120周年。從 1899年開始，建道神學院一直服侍華人

教會，更植根於香港教會。我認為，神學院不只是被動地回應教會所需，更應積極地與教會

共同謀求前路。神學院為教會的將來而存在，甚至，神學院比任何教會更具條件與空間思考

教會的未來。甚至，當教會仍未察覺自己的前路以先，神學院已經開始為教會的前景去籌算。

建立未來的教會不是未來的事，而是今天開始着手動工的事。

因此，建道神學院將於二零一九年四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星期五、六）舉行「塑造香港

教會前景會議」。我被學院委任為 120周年院慶學術研討會籌委會主席，廣招賢士，共謀出路。

以下是會議的討論內容以及講員名單：

我們誠邀你們參與，共同與香港教會走一條未曾走過的道路，想前人從未想過的事，竭

力在新時代中實踐不變的信仰。幾十年後的香港教會將會如何？這正是你我共同在上主面前

的禱告。求主堅立香港眾教會。

第一組 : 探討宗派前景與發展（一） 羅錫堅 朱秀蓮 曹偉彤

第二組 : 探討宗派前景與發展（二） 陳恩明 陳鳳雲 張振華

第三組 : 教牧接捧與按立 周曉暉 歐醒華 何志滌

第四組 : 教會內部權力與張力 陳明泉 黃天逸 胡志偉

第五組 : 教會與政治 邢福增 管浩鳴 吳宗文

第六組 : 教會發展停滯不前 王少勇 黃國維 葉松茂

第七組 : 重建教會的講壇 黃紹姬 葉漢浩 王礽福

第八組 : 基督徒生命與靈性發展 潘怡蓉 譚子舜 梁柏堅

第九組 : 青年斷層 郭偉聯 盧智榮 胡家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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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青少年事工教牧文憑的畢業禮於 2018年 10月 16日晚上舉行，

畢業生有二十八人（當中二十二人獲得文憑及六人獲得證書），到會的人數

超過一百五十，把畢業禮的場地擠得水泄不通。親友們及教會中人一起來見

證畢業生在過去兩年中的努力學習，及竭力把從課堂上學到的實踐於堂會的

青少年事工上。

建道神學院的院長蔡少琪牧師以「跟保羅學門訓：成為能感動這代和後

代的僕人」作為勉勵的信息，把課程的三大核心理念清楚的顯示出來：埋身

牧養、門徒訓練及大手佈道。藉著為主受苦的傳道人、主日學老師、佈道家

及宣教士的見證，突顯出保羅給他門徒們的古舊召命：「你們該效法我，像

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 11:1）

課程的一個特點是每位學員都有一位資深導師，每六周作一次的單對單

督導。誠如在畢業禮中作見證的學員形容，對教練的印象從開初的逼迫者，

第三屆 YD
畢業禮第三屆 YD
畢業禮

張美薇 牧師
副院長 ( 行政 )/

教牧及專業進修學院總監

第
三
屆
青
少
年
事
工
教
牧
文
憑
課
程
畢
業
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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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後來的同行者，更演變成為學習的榜樣，「怎樣的教練，便教出怎樣的學

生」。當其中一位教練鄭家輝牧師以「他是我的薦信」來介紹：跟隨了他

十六年的門徒負責帶領當晚的敬拜時，更把師徒關係的重要推至高峰。

學員們的見證顯示出：不單單是年青傳道及外向者才能成為有效的青少

年同工，就算是中年的、內向的及害羞的都能在修讀課程後得到改變。堂會

事工有些從只有幾個少年人發展到有四十人恆常參加團契，更開辦了有三十

多人的少年崇拜；大手佈道從進入多班仍未招收到足夠的人數，改變至進入

了兩班便要額滿截止收生；學員也從原本是害羞、怕接觸人的，到懂得打電

話，亦學懂與少年人講話的學問；也有堂會從駐校事工開拓至教會以外的學

校的少年工作等等。

課程主任葉松茂博士以開玩笑的口吻告訴學員們：「今天畢業了，可以

脫離教練們的逼迫。」但學員卻珍惜這關係，部份亦已參加 YD跟進計畫，

未來的三年裏在教練的同行下，將繼續實踐這課程的三個核心理念，持續地

在青少年中作牧養；願他們成為主的光和鹽，讓許許多多的青少年能被神的

愛及信徒的愛所吸引，成為基督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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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青少年事工
教牧文憑 / 證書名單

1. 李自寧傳道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 文憑畢業

2. 龔清英傳道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大圍堂 ) 文憑畢業

3. 朱慧慈傳道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九龍堂 ) 文憑畢業 

4. 許亞光牧師 (播道會播道書院將軍澳道真堂 ) 文憑畢業

5. 卓錦輝先生 (播道會播道書院將軍澳道真堂 ) 證書畢業

6. 曾敏傳道 (宣道會錦繡堂 ) 文憑畢業

7. 洪啟康傳道 (基督教基恩會屯門堂 ) 文憑畢業

8. 李志偉傳道 (基督教基恩會屯門堂 ) 文憑畢業 

9. 鄧承軒宣教師 (中華基督教會龍門堂 ) 文憑畢業

10. 唐加樂傳道 (宣道會德荃堂 ) 文憑畢業 

11. 洪小媚傳道 (禮賢會九龍堂 ) 文憑畢業

12. 張雅麗傳道 (中華基督教福恩堂 ) 文憑畢業

13. 蕭文玉傳道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 ) 文憑畢業

14. 葉健文先生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 ) 證書畢業

15. 賴柏基先生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泉堂 ) 證書畢業

16. 黃海明傳道 (屯門靈糧堂 ) 文憑畢業

17. 蕭寅平傳道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粉嶺海聯堂 ) 文憑畢業

18. 李冠鋒傳道 (基督教新蒲崗潮人生命堂 ) 文憑畢業

19. 黎敏萍小姐 (宣道會宣基堂 ) 證書畢業

20. 葉子豐傳道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 文憑畢業

21. 田偉倫傳道 (荃灣靈糧堂 ) 文憑畢業

22. 葉翠瑩傳道 (宣道會東涌堂 ) 文憑畢業

23. 朱求翊先生 ( 宣道會東涌堂 ) 證書畢業

24. 江燕傳道 ( 香港堅尼地城浸信教會 ) 文憑畢業

25. 何芷欣傳道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顯恩堂 ) 文憑畢業

26. 招愷欣小姐 (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顯恩堂 ) 證書畢業  

27. 陳勳傳道 ( 浸信宣道會明基堂 ) 文憑畢業

28. 林從善傳道 ( 宣道會愛主堂 ) 文憑畢業

項目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員

【分裂了的世界】

輔導系專題講座
1月 25日 (五 ) 晚上 7時 30分 宣道會希伯崙堂 劉佩婷博士 

SPPCE 「青少年講道學」 2月 25日 (一 ) 上午 9時 - 下午 5時 灣仔市區校園 多位講員

聚會及 課程預告聚會及 課程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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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耀鵬 副院長

建道神學院 2018/2019學年的年題是「築夢、開荒、敢闖、

共創」。這個題目亦是 2018年 11月 9至 11日獻身事主營的

主題。今次營會有 49位參加者，他們都有心尋索是否有作全

職傳道人的呼召，希望透過那三日兩夜的營會更清楚神的旨

意。每年獻身事主營都是由一年級的同學負責招待、參與小

組和負責一個介紹建道生活的項目。我在這個營會裏最少有

四個從不同範圍來的感動。

師長講道而來的感動
負責講道的三位同工分別是董智敏博士、陳韋安博士與張美薇牧師。我稱這是一個

「年青、更年青、最年青」的組合，不過他們最年輕與最年長的年齡差距應該超過 20年，

與中間那位亦可能超過十年。或許如此，他們講道的表達方式、內容、用語、手勢、詞彙、

例證等亦確實表現出不同時代甚至年代的特色。董智敏博士從彼得與約翰不同的性格與

行事為人帶出耶穌呼召的人亦各有不同。彼得是一位活在當下、即時回應的使徒；約翰

卻是一位頗少出聲、默默跟從主的愛徒，當然約翰亦會有「唔聲唔聲、嚇人一驚」的表現。

董博士勉勵營友無論有什麼背景、性格、傾向或恩賜，若在神面前像彼得與約翰那樣清

楚聽到神的呼召，就應順服聽從，為主築夢、開荒。

陳韋安博士透過約書亞被勉勵剛強壯膽的經歷，勸勉會眾敢闖新領域。他用一個流

行網絡用語 FF (Final Fantasy) 提醒會眾要有美麗的願景；他亦說明神學家保羅田立克從

Potentiality到 Actuality（發揮潛質、達致上限）的觀念；作了幾年父親的粉紅 Sir亦引用

在幼稚園讀書的女兒學會騎單車的經歷，鼓勵會眾要離開安舒區，在不平衡的狀態中找

到平衡。

張美薇牧師透過摩西被神呼召的經歷鼓勵會眾與神去築夢，那是一個共創的夢，因

為百姓與摩西一起離開埃及；亞倫亦與摩西同行。張牧師分享她在 1980年因着一位到中

國的宣教士 David Adeney，領受了一個中國夢。她本來準備以學者身份回中國見證主，

但神為她創造另外一個夢。她在美國讀神學後，便與曾錫華牧師結婚，1988年到美國中

部牧會，直至 1998年才全家回港事奉，她個人的中國夢甚至成為全家共創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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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分享而來的感動
獻身事主營每年舉辦的時間都是 11月第二個週末，其中一個原因是讓剛剛入學的一

年級同學經過兩個月建道的生活後，可以在那個週末幫助入營的營友。他們可以用自己

獻身事主的見證及第一身新鮮熱辣的建道生活體會與參加者分享，所以，每年營會其中

一個高潮甚至是最受歡迎的節目是：一年級同學透過話劇或自拍電影介紹建道多元化的

生活，今年也不例外。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去預備，演出時亦有超水準的表現；他們不卑

不亢亦沒有誇大地將建道真實的一面表露無遺，最後更加有少許破格地用 Q版唱出建道

校歌，非常勇敢，亦表達新一代神學生的創新思維。

營友見證而來的感動
每一個參與獻身事主營的老師都會帶領一個小組，我帶領的小組有七個人，其中三

個是一年級的同學，另外四位是營友。可能因為我的年齡關係，四位營友成員都是結了

婚甚至超過 36歲的，有兩位的孩子分別是 6歲與小學三年級。每一個小組有兩個分組時

間，分別是在第一晚與第二晚。第一晚我先邀請三位一年級的同學分享見證，第二晚讓

參與者分享他們的感受。第二日的下午我個別與他們四位見面，在面談當中，我很被他

們的事奉心志所感動。雖然他們不是全部都有清楚全職事奉的呼召，而客觀環境亦不能

容許一些營友明年進入神學院，但他們都羨慕聖工，更希望在不同範圍與崗位上更好的

服侍。他們當中有兩位曾經及仍在進修建道的基督教研究碩士課程，其中一位很有負擔

在弱勢社群與被遺忘的群體當中服侍；另外一位甚至考慮與配偶和孩子搬入長洲專心讀

書；第三位營友對一群職場基督徒同事的失落與迷惘非常有負擔；最後一位雖然與配偶

有很成功的生意，但一談到有需要的群體，仍在我面前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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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上帝而來的感動
負責星期日敬拜的同工是今年入職的羅潔盈博士，她在星期六晚提醒所有參與崇拜

的人，星期日需要脫了鞋才進入禮堂。那次崇拜可能是第一次在建道禮堂內崇拜的人沒

有穿鞋。我在崇拜結束前負責祝福，用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23節的經文：「願賜平安的神，

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

完全無可指摘。」在之前簡短的禱告中，我亦稍為提到脫鞋在舊約是一個肯定所處的地

方是聖潔的表現。崇拜結束後，羅博士再說明，脫鞋絕對不是某些宗教人士進入他們的

廟堂時的一種專利，她反而提到脫了鞋才可以再重新穿鞋，而穿上的鞋就像以弗所書第 6

章全副軍裝裏面所提及的「平安福音的鞋」。

你的 FF是什麼？

你有沒有對一些弱勢群體有負擔？

你有什麼破格的事奉？

你與你同行中最重要那個團隊的關係是不

是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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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網上登記入場 *，憑「電子門票」免費入座，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1月30日起可於建道神學院網頁上網登記 (www.abs.edu)。

* 網上登記人士，不用再另行索取實體門票，只憑「電子門票」入座。
  (每人只限登記壹張電子門票)

查　　詢﹕2981 0345 / 3657 4830

此乃免費活動，請以奉獻支持建道：
https://eservice.abs.edu/edonation/ 

https://www.facebook.com/JianDaoLike

開

築

敢

共

荒
夢

闖
荒

創創

夢

闖

日　　期：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

時　　間：晚上8時正

地　　點：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 (九龍塘窩打老道224號)

講　　員：陳韋安博士 (研究課程副主任/神學系助理教授)

合唱指揮：羅潔盈博士、羅月眉傳道

敬　　拜：建道神學院詩班、校友詩班、新祢呈敬拜隊

風　　琴：陳尚智博士

異鄉．異象 —— 
 在失落的年代再思「異象」
經文：以西結書1章至3章15節經文：以西結書1章至3章15節

講題

陳韋安博士

2019建道神學院

聖樂培靈獻身會

院慶活動
周年



120 周年院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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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玉珍校友 (2005碩士班 )於 2018年 10月 21日假香港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按牧典禮，受

深井靈光堂按立為牧師。

2. 方禮賢校友 (2008學士班、2017碩士班 )於 2018年 10月 21日假香港信義會真理堂舉行

按牧典禮，受深井靈光堂按立為牧師。

3. 戴國康校友 (92碩士班 )於 2018年 10月 21日假香港信義會真理堂舉行按牧典禮，受深

井靈光堂按立為牧師。

4. 區寶燕校友 (99學士班、2005碩士、2016神學碩士 )於 2018年 10月 28日假播道會港

福堂舉行按牧典禮，受播道總會按立為牧師。 

5. 馮錦鴻校友 (2005碩士班 )於 2018年 10月 28日假將軍澳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舉行按

牧禮，受播道總會按立為牧師。

按牧

1. 袁兆添校友 (2017碩士班 )與嚴玉燕姊妹於 2018年 11

月 4日締結婚盟。

2. 林思敬校友 (2018碩士班 )與曹婉君姊妹於 2018年 11

月 11日締結婚盟。 

3. 岑浩朗校友 (2018碩士班 )與張小珍姊妹於 2018年 11

月 25日締結婚盟。

4. 譚潁怡校友 (2017碩士班 )與戴仲鈞弟兄於 2018年 12

月 16日締結婚盟。

5. 黃詠潔校友 (2018碩士班 )與盧鎮國同學 (碩四班 )於

2018年 12月 30日締結婚盟。

結
婚

6. 曾旭明校友 (2006碩士班 )於 2018年 10月 28日，假將軍澳保良局甲子何玉清中學舉行按牧禮，受播道總會按

立為牧師。

7. 李景棠校友 (2007文憑 )於 2018年 10月 28日假禮賢會九龍堂舉行按牧禮，受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區會按立

為牧師。

8. 許景媄校友 (2012碩士班 )於 2018年 12月 25日假九龍城嘉林邊道 39號舉行按牧禮，受九龍城潮人生命堂按

立為牧師。

9. 劉燕慧校友 (2006碩士班 )於 2018年 12月 30日假宣道會北角堂舉行按牧禮，受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宣道會北

角堂及宣道會樂富堂按立為牧師。

10. 麥肇聰校友 (2008碩士、2011神碩 )於 2018年 12月 30日假宣道會北角堂舉行按牧禮，受宣道會香港區聯會、

宣道會北角堂按立為牧師。

11. 麥劍鋒校友 (2008碩士、2011神碩 )於 2019年 1月 6日受加拿大宣道會太平洋區及溫哥華宣道會福群堂按立

為牧師。

項目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員

建道神學院開放日 2月 16日 (六 )
上午 10時 45分 -
下午 4時

長洲校本部 多位講員

塑造香港教會前景學術研討會
4月 12 - 13日

(五、六 )
(詳情請登入
建道網頁 )

建道灣仔市區校園 /
宣道會北角堂

多位講員

聖樂培靈獻身會 4月 25日 (四 ) 晚上 8時 浸會大學大學會堂 陳韋安博士

爾道自建北美巡迴講座 7月下旬至 8月上旬 晚上 7時 (當地時間 ) 美國、加拿大 多位講員

「爾道自建」靈修營
8月 23 - 25日

(五至日 )
(三日兩夜 ) 長洲校本部 多位講員

120周年院慶崇拜暨感恩晚宴 11月 15日 (五 ) 晚上 7時 聯邦郵輪宴會中心 蔡少琪院長

120 周年 院慶活動120 周年 院慶活動

1. 葉華牧師 (71班校友 )於 2018年 12月 6日在香港安息主懷，追思會於

12月 16日在宣道會希伯崙堂舉行。

2. 胡正中牧師 (梧州期校友 )於 2018年 12月 16日早上安息主懷，在世寄

居九十五載。安息禮拜於 2019年 1月 5日在溫哥華華人播道會舉行。

蔡錦圖校友 (1991學士班 )於 2018年 12月 2日舉

行差遣禮，受香港浸信差會差往德國宣教。

差遣禮

1. 林鄭麗萍女士由本學年開始出任輔導員 (義務 )。

2.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助理蔡東城先生由本學年開始兼任出版

事工職務。
教職員 動態

安息
主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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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萬元計 )

收入 支出

奉獻支持 學膳宿費 其他 薪津公積金 水電差餉、膳食 部門事工

全年預算  3,000  1,900  470  3,395  510  1,465 

平均每月  250  158  39  283  43  122 

全年預算總收入  5,370 全年預算總支出  5,370 

平均每月  448  平均每月  448 

2018-2019年度收入預算圖表分析 2018-2019年度支出預算圖表分析

編輯的話

為配合您的閱讀習慣及減少用紙，我們正考慮以電子郵件方式發放《建道通訊》。如果您希望日後以電子郵件收取《建道通訊》
或更改聯絡資料，請登入： https://goo.gl/mKQdLv 以連接到我們的網上表格，並輸入相關資料。

相反，如教會想多收一些《建道通訊》實體版，亦歡迎透過 e-mail：alumni@abs.edu 向我們表達。

薪津公積金

63%

部門事工

27%

奉獻支持

56%

其他

9%

學膳宿費

35%

水電差餉丶膳食

10%

財
務
報
告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一九年度
(9/2018-8/2019)經常費收支預算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一九年度

(9/2018-8/2019) 經常費收支預算

敬請代禱及奉獻支持
奉獻方法
1. 郵寄支票：抬頭請寫「建道神學院」或「Alliance Bible 

Seminary」逕寄本院（長洲山頂道 22號）收。
 請註明奉獻人姓名及地址，以便發回收據。

2. 透過信用咭 (Visa  / Master / 銀聯 ；

 按銀行規定，每次信用咭過數上限為港幣一萬元。)  

3. 透過 PPS繳費靈 奉獻支持 (商戶名稱：建道神學院；
商戶編號：6410 )

4. 直接入戶：請存入本院往來戶口「匯豐銀行 063-156582-
001」。請寄回入數紙並註明奉獻人姓名及地址，以便發回收據。

註： 經常費賬目結算包括 : 學費收入、經常費捐款、校務輔助服務及活動收入；支
出方面為薪津、行政費及部門事工費用，其他基金賬目則不包括在內。

港元 (萬元計 )

學費收入
 1,519 

常費奉獻
2,044 

其他收入
 618

 4,181

減：薪津
 2,929

        行政費
 448

        部門事工費用
 994 

 4,371 

累計結欠
 (190)

2017年 9月至 2018年 7月

經常費結算 (
未經審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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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代禱及奉獻支持



院長的話：

興起更多敢夢
敢拼敢擺上的僕人

崇拜 — 神人
相遇的平台

聖經與神學對
土地的教導

新時代意識形
態下的中國

教會

當夢想破滅時
⋯⋯

聖經有一個
中心主題嗎

？

宣教神學訓練的
設計與實踐

位攤訊資學入 Coffee Cor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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