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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負那不能肩負的： 

              同行的持久力 
 

佘枝鳳博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 

 

「同行」，作為一個牧養關懷行動，似易非易。容易，因為易入

門，信徒不用接受任何專業訓練也可同行；不易，因為難持守，同行

路總是越走越難，甚至叫人身心疲憊。本文嘗試以傷健同行作例子，

配以心理學研究，說明同行的風險，最後以契合相交神學建議出路的

方向。  

 

離場現象 

筆者踏上傷健同行之旅已廿載，所屬教會七成信徒有不同類型

和程度的傷殘，多年來，看見不少沒有傷殘的信徒受感動，加入旅程，

部分出於熱心助人，亦有部分被傷殘群體不掩飾的交往吸引，例如一

位在主流教會長大的姊妹，表示在傷健團契，可除下過往事奉人員的

面具，不用以最佳狀態示人，可以真我與人坦誠交往。但這些曾受感

的入門者，三兩年便熱情不再，甚至消聲匿跡，當我跟其他傷健群體

牧者交流時，大家確認有類似現象。 

 

離場現象，值得堂會領袖們關注，以下是三位離場者的經驗： 

 Alice 熱心協助推輪椅，一天遭受一位患有精神病的信徒無理 

     責罵，她即時落淚，休假數週回來後，不願重提此事，一年後 

     離開傷健團契。 

 Betty 是言語治療師，嘗試運用專業知識教導院友聖經，兩年 

     後灰心失望而放棄，因發現院友關係惡劣，常出惡言，她感到 

     自己所教導的聖經好像對他們沒有半點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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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是智障學校老師，關愛一位被父母遺棄的學生，學生不幸患上末期癌症，David 陪伴她至離世，

事後，David 每當想起此學生便難過落淚，被同事視為過度感性，不夠專業，使他考慮離職。 

雖然以上三位信徒因不同原因離場，但他們的同行路皆是越走越難，傷殘的同伴慢慢變成一個難以肩

負的擔子，叫人身、心、靈疲憊。若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同行路上頗常見的現象，我們便要尋求一個合理

解釋，溫加滕(Kaethe Weingarten)的理論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選擇。 

 

日常震撼 (Common Shock) 

溫氏是 Harvard Medical School 臨床心理學助理教授，有三十年心理治療和家庭治療經驗，自己曾患癌

症，女兒是長期病患者，有豐富傷殘和同行經驗，她的獲獎著作【日常震撼：目擊每日暴力】(Common Shock: 

Witnessing Violence Every Day)1 有助提高我們對傷健同行風險的意識和認知。溫氏指出在大都會生活人士，

看似生活安舒，其實心靈每天被殘酷暴力消息侵襲，例如透過電子媒體看見的天災、人禍、倫常慘劇，收到

親朋好友患病、傷殘、去世等惡耗，雖然自己不是受害者，但作為目擊者，心靈是會被震撼(shock)的。2  

經常接觸傷殘人士的信徒，實屬容易被震撼的一族，因為傷殘經驗或多或少涉及個人和制度殘酷暴   

力。3 若與傷殘者同行，心靈容易因目擊暴力而被震撼。溫加滕勸告那些經常接觸受害人士的工作者，例如

警察、醫護人員、社工、和牧師傳道等，要正視震撼對自己心靈的影響。 

從臨床經驗，溫氏歸納出四個目擊暴力位置 (Witness positions)，4 對同行者最大殺傷力的是位置 4，就

是看見殘酷暴力後，同行者意識其嚴重性，但自己沒有能力處理，5 嚴重的會影響精神健康，例如情緒困擾、

耗盡(Burnout)、和憐憫疲累 (Compassion fatigue) 等。6 上文三位離場者在傷殘領域遊走時似乎都曾立於位

置 4，他們目睹不同形式的暴虐或對人性的冒犯現象，而且無力處理；Alice 遭口頭侵犯；Betty 遇上院舍人

際間赤裸裸的暴力，David 對學生的孤苦慘不忍睹，三人經驗不同程度的情感震盪，有委屈落淚、灰心失望、

甚至耗盡、疲累等，最後若不是全身而退，便是與對象保持情感距離。 

溫氏的目標，不在勸人不要接觸暴力，因暴力已充斥都市人日常生活。她期望透過提升人們對此現象

的意識和認知，在暴虐世界建立一個與受苦者同行的社群，以人與人富有同情共感的結連，保存合理的盼望

(reasonable hope)，7 呼籲社群在面對殘酷暴力時，不用冷眼旁觀或因過度投入而耗盡，可選擇成為與受苦者

同行的見證人，建立一個充滿憐憫的證人群體(compassionate witnesses)。8 

 

  

                                                      
1  Kaethe Weingarten, Common Shock: Witnessing Violence Every Day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3); 此著作獲

2004 Nautilus Book Award For Social Change. See Kaethe Weingarten, The Witnessing Project,  

http://www.witnessingproject.org, accessed November 16, 2017. 
2  Weingarten, “What we do,”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Witnessing Project. 
3  葉佘枝鳳：《容忍暴力之惡？：智障與暴虐》見鄧紹光編【非暴力十二問】第 11章〈香港：印象，2017〉。 
4  Weingarten, “The Four Witness Positions,”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Witnessing Project; see also chapter 5 of Common Shock; 

and Deborah Hunsinger’s summary in Deborah van Deusen Hunsinger, Bearing the Unbearable: Trauma, Gospel, and 

Pastoral Care (Grand Rapids: Eerdmann, 2015), 26-30. 
5  Weingarten, “The Four Witness Positions,”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Witnessing Project. 
6  Weingarten, Common Shock, 100; as summarized by Hunsinger, Bearing the Unbearable, 29. 
7  Weingarten, “Reasonable Hope: Construct,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Supports,” Family Process 49, no.1 (2010); as 

summarized and cited in Hunsinger, Bearing the Unbearable, 33-34. 
8  Hunsinger, Bearing the Unbearable, 33-34. 

http://www.witnessingproje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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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批判 

以上溫氏建構的群體心理治療進路對教會牧養關懷的貢獻，特別是提高教牧關懷者對日常暴力的意識，

獲普林斯頓神學院教牧神學教授 Deborah van Deusen Hunsinger 肯定，但她同時提醒牧養關懷者在採用前，

必須以神學檢視此心理概念的前設，然後才能用得其法。 

Hunsinger 以神學盼望觀對照溫氏的心理學盼望觀，發現兩者在形式上雖近似，例如確認人的群體性和

互賴性，但兩者是截然不同的。首先，溫氏的群體性人觀來自哲學，9 而神學的群體性人觀是立於和顯於神

的救贖工作，又建基於確認教會是復活基督的身體的事實。另外，溫氏所談的「合理盼望」是一個具備心理

治療效力的概念，但信徒的盼望基礎是仁慈的上主，超越世人合理準則，亦超乎人可想像的境況。10  

因此，信徒雖像世人一樣受日常暴力影響，站在目擊者位置，但我們改革的原因和目標，不是單單為

了減少傷害、回復心理活力、提高抗逆力、或成為溫氏所倡導的憐憫證人(compassionate witness)。面對日常

暴力，信徒群體見證的客體，是上主和祂已作成的救贖，他們憐憫受苦者的行動是出於確信仁慈的上主及祂

向世人所展示的仁慈行動。11 

 

同行目標乃契合相交 

以神救贖工作為基礎的傷健同行，在確認日常暴力對人造成肩負不了的震盪之餘，不會視它為有待群

體處理或解決的問題，首要的是把它置放在神已成就的救贖工作下，讓那超出人所能承擔的震盪，成為一個

與神與人契合相交的場景，一個達成牧養關懷目標的機會。 

Hunsinger 在 Prayer without Ceasing: Revitalizing Pastoral Care (2006)提出「契合相交是牧養關顧的所向

和所是，它不是達成其他目標的手段。」12 她所談的團契不是信徒聚會名稱，亦不是社交聯誼，而是一個父

神與人在基督裡和聖靈大能中的相交契合，Hunsinger 引用約翰一書 1:2-4 說明此相交契合包含兩個向度，

垂直(vertical)是神和人契合，水平(horizontal)是人與人。13 她指出聖經所談之非凡契合，不是人的本能、意

志、和品德的製品，而是以耶穌基督為獨一中保(the Mediator)而成就的，意味著關顧者和被關顧者，若要達

成作為牧養關顧所向之神人契合相交，不能憑關顧者的個人知識、技能、態度和靈命，而是依賴耶穌基督作

為神和人、人和人之間契合相交之中保。14 

Hunsinger 以基督為中心的團契神學，有助我們辨識同行者一個重要素質，同行的持久力非來自個人樂

善好施之心，不在乎同行者的專業知識技能，更不是出於群策群力團隊精神，這些素質雖然能滿足某些需

要，但不是團契神學引申出來的要素。真正的同行持久力，是來自聆聽神的紀律，因同行者只有在獨一中保

基督裡，才能安然渡過日常暴力的震盪。關懷者是在基督多重多向的中保工作下與人同行，在基督中保工作

所作成的事實基礎上，同行者可在叫人難以忍受的震盪困窘中，不選擇退場或耗盡，而決定投靠基督，察驗

父神藉基督又在聖靈的大能裡對受苦者之愛，又聆聽基督在我們的名義上向天父所作的祈禱，叫同行者在

自己無助困境中，仍可不慌不忙地，透過祈禱和聖言默想與神相交，然後可無畏無懼地在基督裡向受苦者開

                                                      
9  Hunsinger explains Weingarten’s philosophical interdependent anthropology is conceptually originated from that of Martin 

Buber (I-Thou), Desmond Tutu (Ubuntu), and Thich Nhat Hanh (interbeing), Hunsinger, Bearing the Unbearable, 35. 
10  Hunsinger, Bearing the Unbearable, 36-37. 
11  Andrew Purves, The Search for Compassion: Spirituality and Ministry, 28; as cited in Hunsinger, Bearing the Unbearable, 

39. 
12  Deborah van Deusen Hunsinger, Prayer without Ceasing: Revitalizing Pastoral Care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6), 3. 
13  Hunsinger, Prayer without Ceasing, 2. 
14  Hunsinger, Prayer without Ceasing,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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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聆聽對方，與人同在，保持同行。 

傷健同行雖不是 Hunsinger 團契神學的焦點，但引申出來的同行要素，跟不少傷殘神學著作吻合，最顯

著的例子發生在方舟群體(L’Arche)，創辦人之一的 Jean Vanier 與智障朋友及他們的助理共同生活了半個世

紀，當他總結傷健同行之旅時，皆包括與神與人相交契合，他說： 

在方舟群體，我們一起生活和同行，包括有殘疾的男與女，和被感召與他們共同生活人士。當最

軟弱的成員開放心靈領受憐憫時，我們便被引導進入與耶穌深深聯合，學習群體生活的痛苦與

喜樂。我們學習與最軟弱的成為朋友，透過和他們在一起，與耶穌做朋友。15 

傷健同行雖然是牧養關懷的一個類別，但此文討論的同行挑戰和危機，在其他同行模式也有可能出現。

此文所建議的與神與人契合相交，亦不單是同行的目標，而是教會牧養關顧的所向所是。跟眾多牧關要素一

樣，傷健同行的持久力不在個人或群體排難解紛的能力，而在聆聽神的屬靈操練上，只有在神人獨一中保耶

穌基督裡，同行群體才領受得到父神的憐憫，才可在暴力震撼下再站起來，成為見證憐憫之主的同行群體。 

 

 

 

                                                      
15 Jean Vanier, Befriending the Stranger (New York: Paulist, 2005),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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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葉敬德為 1984 年畢業校友 

香港浸會大學前校牧 

上帝是創造的上帝。創造是從混亂建立秩序，所以，上帝是一位有秩序的上帝。 

根據《創世記》一章的記載，上帝的創造都是「好的」。但是，自從罪進入了世界，它的勢力便不斷侵

蝕不同的關係，不單是上帝與人的關係出現了問題，甚至其他的關係，包括夫妻、人與自然界、兄弟，並人

與人之間的所有關係都出現了問題（參《創世記》一至十一章）。1 

為了遏止罪惡勢力的肆虐，馬丁路德相信，上帝為世人建立了創造的秩序，其中包括政治的秩序、家

庭的秩序、教會的秩序、和經濟的秩序。透過這些秩序，肯定了上帝期望人在其中所要完成的任務，人與人

應有的關係，及人的責任。
2 

上帝建立政治的秩序，賦予政府的任務是要維持社會的秩序，讓人與人能夠和平共處，為其他創造的

秩序締造條件，以完成上帝交賦予不同秩序的任務。奧古斯丁相信，任何政府都渴望為社會帶來和平，它們

期望存在於統治者的權威與公民的順服之間的，是一種有秩序的和諧。雖然地上的和平並不能與天上最高

的和平相提並論，但卻也是天上和平不完美的反照。
3 

為了達到社會的和平，上帝容許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強制人民遵守，以維護社會的公平，讓人的權

利獲得應有的尊重，但亦要求人盡上當盡的義務。所以《羅馬書》十三 1 至 5 教導我們：「在上有權柄的，

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上帝的。凡掌權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上帝

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麼？你只

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因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的

佩劍，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

因此人要順服那些儆惡懲奸，維護正義和平的政府。而人亦可以使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但也不可以忘記

自身的責任。 

在舊約時代， 上帝與以色列民立下盟約。為了讓這立約的子民明白上帝對一個緊密結合的社會的要求，

上帝分別在《出埃及記》及《申命記》，並部份的《利未記》提出了維繫這社會秩序的民事及刑事法律。這

些法律主要涵蓋五個範圍：（1）階級及財產的問題，其中包括對誠實商貿行為的要求；（2）借貸與債務的問

題；（3）身體攻擊與人際衝突的問題；（4）可憎惡性行為的問題；及（5）不能接受的宗教實踐的問題。而

這些法律的要求，都是為了當時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制度而設，對現代人言，這些法律一部分判刑的準則

及判處的刑罰，都具有相當的爭議性。但是，縱使這些法律並不能夠擺脫其背景的局限，但它們對社會公義

及公眾利益的追求，卻仍然是今天社會所關注的。
4 

舊約時代的法律主要處理的是民事訴訟，目的是要解決紛爭，維護人際的公平，給予受害者應有的補

償。但舊約時代的法律也會處理刑事罪行，犯下這些嚴重罪行的人，他們不僅傷害了被害者，也得罪了上帝，

                                                      
1  Claus Westermann, translated by Stanley Rudman,  A Thousand Years and A Day: Our Time in the Old Testament 

(Fortress, 1962), pp.1-17. 
2  看 Samuel Wells, Ben Quash, & Rebekah Eklund, Introducing Christian Ethics (Wiley Blackwell, 2017), p.99. 
3  看同上 pp.95-96. 
4  Timothy A. Beach-Verhey, “Law, Civil and Criminal” 收於 Joel B. Green 編 Dictionary of Scripture and Ethics (Baker 

Academic, 2011), pp.469-472. 

上帝國的子民可否彼此訴訟？ 

聖經的原則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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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們所依附的以色列群體。
5 

上帝頒布民事及刑事的法律，目的是期望掌權者能夠按照上帝的要求施政，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當

約沙法作猶大王的時候，他在全國各地設立法庭，處理各類的訴訟。他亦要求那些審判官，要以公正的態度

審理案件。他對他們説：「你們辦事應當謹慎，因為你們判斷不是為人，乃是為耶和華。判斷的時候，他必

與你們同在。現在你們應當敬畏耶和華，謹慎辦事，因為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沒有不義，不偏待人，也不受賄

賂。」（《歷代志下》十九 6 至 7）而《出埃及記》亦清楚要求掌權的及負責審判的「不可在窮人爭訟的事上

屈枉正直。當遠離虛假的事。不可殺無辜和有義的人，因我必不以惡人為義。不可受賄賂；因為賄賂能叫明

眼人變瞎了，又能顛倒義人的話。不可欺壓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作過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出

埃及記》廿三 6 至 9） 

但是，現實的以色列社會卻充斥着各種不義的事情，漸漸遠離上帝的要求。上帝藉着先知，對這些情

況作出了嚴厲的譴責，指責掌權者和審判官的不義。例如，彌迦指出，「雅各家的首領，以色列家的官長阿，

當聽我的話：你們厭惡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彌迦書》三 9）他們的「首領為賄賂行審判；祭司

為雇價施訓誨；先知為銀錢行占卜。」（《彌迦書》三 11）阿摩司亦指出，他們「使公平變為茵蔯、將公義

丟棄於地」，「怨恨那在城門口責備人的、憎惡那說正直話的（審判官）。」（《阿摩司書》五 7，10）阿摩司

説：「 我知道你們的罪過何等多，你們的罪惡何等大，你們苦待義人，收受賄賂，在城門口屈枉窮乏人。所

以通達人見這樣的時勢，必靜默不言，因為時勢真惡。」（《阿摩司書》五 12 至 13）及新約時代，新約的作

者認為，在沒有違背信仰要求的前提下，耶穌基督的跟隨者，上帝國的子民是應該接受掌權者的權柄，並服

從法律的要求。然而，雖然他們並沒有系統地評估法律的必要性，卻以一種間接的方式，提醒上帝國的子民，

法律並不是維持社會秩序的理想制度。
6 因為當時所處的羅馬社會特別着重社會地位和個人威望，參與民事

訴訟的雙方，可以只為提高個人聲望，並非真的為要尋求公義而向法院求審。法庭往往只是訴訟雙方為着各

自的榮譽和面子而去較力的場所。法庭判案的原則，也大都以個人特權為依歸，考慮的並非公義如何得以伸

張，而是個人的出身、家世和財富……。
7 

事實上，在羅馬人治下，整個的司法制度都是向特權階級傾斜，較低下階層的人，「根本無法具備足夠

的財力資源和相應的法律知識主動提出訴訟，更不會貿然挑戰比自己地位尊貴人士的榮譽。而且，控訴上流

權勢人士，可能惹來被告人報復。這些風險和困擾，大大削弱低下階層訴諸法律來為自己伸冤的主動     

性。」
8 

所以當時的訴訟，大多數是上流權貴間的民事訴訟。而可以想像的是，這些訴訟「經常出現鬧劇，雙

方互相羞辱詆毁，藉着破壞對方的聲譽誠信來證明自己正直有理… 參與民事訴訟只能為雙方當事人增添積

怨仇恨，卻無助正當解決要處理的爭端。」
9 但無論訴訟雙方是來自什麼社會階層，只要是信徒間的訴訟，

「結果都只會加深教會內部的嫌隙，將教會推進無止境的撕裂景況。」
10 

但是，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問題外，新約的作者相信，信徒不應該以法律為解決彼此紛爭的方法，因

為他們是上帝國的子民。 

作為上帝國的子民，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建構一個擁有親密而強韌的人際聯繫的，超越種族、文化、

                                                      
5 P.D. McKenzie, “Law, Civil and Criminal” 收於 David J. Atkinson & David H. Field, New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Ethics and 

Pastoral Theology (IVP, 1995), p. 542. 
6 Beach-Verhey, p.473. 
7 辛惠蘭,「再思教會/信徒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析讀哥林多前書六章 1 至 11 節」收於曹偉彤編. 山道期刊，2017

年卷二十第二期，總第四十期（香港浸信會神學院，2017 年 12 月）, p.29. 
8 辛惠蘭, pp.29-30. 
9 同上，pp.30-31. 
10 同上，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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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等限制的社群。
11  如果信徒將教會內部信徒之間的民事爭議，「隨意交由教外的審判官審斷，還視作

等閒正常，完全未有顧惜教會作為上帝國子民群體… 的身份，亦未有意識到自己作為上帝國度聖民，本應

在地上社會展示的獨特風範」，教會便因此而犯了兩個主要的錯誤，其一是將信徒之間的糾紛，帶到教外不

義的法庭尋求判斷；其二是「容讓那引致訴訟的糾紛在群體當中出現」。所以哥林多教會的信徒「隨意採納

教外解決問題的常用方法，以訴訟來處理教會肢體的糾紛衝突，無視肢體彼此傷殘會為整體教會帶來的傷

害」是一種錯誤，而問題的癥結是「教會未能成為教會」。
12  

教會信徒彼此興訟顯示了教會的失敗。所以信仰群體要求信徒要以法律程序以外的方法解決這些衝突

和分歧（《馬太福音》五 21 至 26；《哥林多前書》六 1 至 8），更不應該以報復的方式解決問題（《馬太福音》

五 38 至 42）。 

耶穌基督的跟隨者應該要彼此採取主動，尋求醫治、更新、及強化雙方的關係。如果他們不能夠從個

人的層次解決彼此的問題，他們便應該尋求其他信徒和教會的幫助（《馬太福音》十八 15 至 20）。而且，新

約的作者也鼓勵他們將這種解決內部衝突的方法，應用到他們所處的社交世界，甚至以愛心對待他們的敵

人和壓迫者（《馬太福音》五 43 至 44；《路加福音》六 27 至 28；《羅馬書》十二 12 至 24）。
13 

今天我們所處的社會，司法制度比從前健全，教會應該如何面對信徒涉及刑事或民事訴訟的問題呢？ 

如果信徒干犯涉及社會整體的「道德風尚、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刑事罪行，教會應該盡鄰舍的責任，

向相關部門舉報，交由政府的相關部門進行調查，並按所獲得的證據，提出的檢控。以「幫助社會遏止罪惡，

保護弱小」， 讓社會盡快回復秩序。
14 

至於民事衝突方面，如果當事的僅涉及教會的信徒，教會理應先從內部處理，希望能解決紛爭，避免

信徒對簿公堂。根據《哥林多前書》六 5 的教導，教會應該尋找雙方認可的智慧人作審斷。以「促進雙方溝

通和諒解，務求達成和解方案，修補雙方關係。」
15 但是，如果調解失敗，受到欺壓的一方會否考慮願意

「情願吃虧」呢？而從另一個角度看，信徒亦不應該欺壓其他信徒，令別人吃虧。 

此外如果教會進行內部調解，也必須留意相關案件的追溯期限。免得拖延日久而令信徒錯過了從其他

途徑追究的可能性。因為新約的作者固然期望信徒能夠先從教會內部解決彼此的紛爭，但他們也沒有否定

民事和刑事法律，也沒有認為信徒不可以使用這些法律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但他們卻不斷提醒我們，不可以

單單依靠司法程序或法律條文來解決人際的衝突。
16  

因此信徒間發生的民事衝突也不是絕對不可以用訴訟解決。但是，如果信徒果真要動用法律，以解決

彼此的紛爭，則不要忘記上帝是為了伸張正義而設立司法制度。所以作為上帝國的子民，我們不應該利用

司法程序或法律漏洞，阻礙相關人士了解事實的真相，甚至利用司法制度，纏繞其他信徒，或以之為報復

的手段，以維護一己的利益。不要忘記耶穌基督的教導：「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

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或作是從惡裏出來的〕」（《馬太福音》五 37）。  

                                                      
11 Beach-Verhey, p.473. 
12 辛惠蘭, p.31. 
13 Beach-Verhey, p.473. 
14 辛惠蘭, p.40. 
15 同上，p.39. 
16 Beach-Verhey, p.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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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區淑兒為 1994 年畢業校友 

現為啟田浸信會傳道 

 
從傳道到家庭主婦的崗位 

自從在服侍工場上退下來，卸下傳道身份已經 15 年了。 

這 15 年間，先有 5 年擔當全職家庭主婦，照顧當時 3 歲多的兒子，猶記得拾起兒子手冊與功課時，雖

然他只是幼稚園低班，卻驚覺原來學校有手冊，也有不少功課做，那時才知道學校很多的安排，自己以往卻

是只顧工作，對兒子學校的事懵然不知！其實當時在服侍崗位，其中有專責家庭事工，而自己卻感到未能照

顧好自己的家庭，又何來能力、何來榜樣牧養會眾的家庭呢？況且自己與丈夫分別在兩間不同教會服侍，每

逢主日兒子是跟著我，我的會眾只知道我的兒子，卻沒有機會認識我的丈夫，深感到自己的家庭都不能一起

好好的服侍神，也未能好好的牧養祂的羊，很希望可以整個家庭一起服侍神，所以就決定辭去職務，先全心

當家庭主婦，先照顧好自己的家，待將來有機會重回傳道崗位服侍。 

5 年轉眼過去，2 歲的小兒子開始要入學了，加上一直與我們同住的奶奶因有心臟衰竭，需聘請家傭全

力照顧，此外家傭也可以幫忙料理家務。及後自己感到時間比較空閒一些，亦開始找尋一份半職工作，分擔

家庭支出。就是這樣，我在教會機構擔任部份時間的行政工作，一直做了 10 年！ 

從家庭主婦到師母 

自從退下傳道身份後，帶著兒子重回我的母會，亦即是丈夫服侍的教會，真正開始一家人一起參與服

侍。這 15年間，除了其間因為懷著小兒子，生產，以至陪伴兒子在幼兒級聚會外，其他時間都參與主日學

教導，兒童崇拜，及少年崇拜的服侍；同時亦與丈夫一起分擔一些特別牧養需要，例如有些姊妹需要傾談或

相約祈禱、探訪等。曾試過每週與姊妹一起為丈夫能盡忠婚姻而禱告；也有相約母親們每週為兒女能重回神

身邊守望祈禱。這些經歷都讓我可以更落實體會作為太太和母親的心，更重要的，是讓我更貼近人的需要。 

從零開始 

當小兒子開始進入中學階段，重回傳道崗位的念頭又再次湧入我的腦海中。於是開始留意一些教會聘

請傳道的消息。在開始行動之先，也在家庭中發出代禱需要，全家人一齊商討媽媽再次投入全職工作的可行

性，因為沒有家人的支持與鼓勵，我也不敢貿然轉職。感激家人支持鼓勵，我也開始在家庭中為這事禱告，

求主帶領。我相信如果是神認為合適的，祂必預備。由於自己有心志參與服侍兒童及家庭的牧養，所以留意

在兩份基督教刊物內的聘請廣告，不過有關的聘請不多，每次只有 1,2 間教會有需要，我也開始發電郵給有

關聘請的教會。我相信神是會預備的，不需要做太多人的工夫，所以縱然有很多認識的教牧同工，亦沒有特

別查詢。 

回覆應徵的教會不多，但都很有誠意邀請我加入牧養團隊。最後，在神的帶領下，由 2016 年 7 月開始

在現時的教會服侍，主要負責家庭區與長者區牧養及敬拜隊。 

由於所服侍的教會為細胞小組教會，我卻沒有參與細胞小組的經驗，所以開始工作之前，就先閱讀眾

多細胞小組教會牧養模式的書籍，也在網上查看，好讓自己有多點認識。 

從零開始，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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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很快，一眨眼就過了一年多。回想開始到任至今，感覺就像坐上一艘全速前進的快艇，速度

很快，艇上也有很多事情在忙，幾乎都沒有時間去回味。。。 

我從沒有接觸過細胞小組教會，完全沒有經驗，完全從零開始去認識，去學習。我想沒有關係的，就

從零開始吧，反正自己還有力量去學習的。一切都從新開始，雖然自己十幾歲開始去教會，已經有幾十年的

教會經驗了，可還是覺得自己是個新人，這種新的感覺也挺不錯，認識了不少人，每天接觸不同的人，每天

都有新鮮感。 

像亞伯拉罕離開家鄉，前往神要他去的地方，我離開了自己從小長大的教會，前往神要我去服侍的教

會。這一趟真的是信心之旅，是憑著信心前往神要我去的地方，雖然前面不知道會怎麼樣，也不是自己能夠

掌握的事情，可以說是憑信心踏進神要我走的路，不曉得前面會怎麼樣，會有甚麼事情發生。這個旅程每天

都遇到很多驚喜，遇到不同的人和事，每次就像收到從上而來的禮物，禮物打開裡面都有驚喜，沒時間去猜

下一次的禮物是什麼，反正就是憑信心去享受，相信從上而來的禮物一定對我是好的，使我的生命添上不同

色彩，變得更加豐盛。 

到任後，我參加了不同的小組。我負責的牧區共有 10 個小組，我都盡量出席，因為我很渴望認識不同

的人，所有導師，小組長和小組員。希望從參加小組增加自己的小組經驗，以後更能掌握什麼是小組，也更

能叫我知道什麼是帶小組，小組的內容是什麼。我很感謝組長和組員們讓我參與學習，也讓我一起參與小組

分享，這些對每位組員來說都不簡單。 

我是同工隊伍中最年長的，在教會服侍年資卻是最短的。現在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很喜樂，也很多姿

多彩。我感恩神讓我能繼續服侍祂，縱然跳過了十多年的時間，仍然可以歸隊回到傳道崗位，實在有一種：

回到自己地方的感覺。我本來就屬於這個隊伍的。 

盼望這從零開始的旅程，在上帝為我預備的路上，憑著祂的加力，繼續往祂的國度前進。 

 

 

 

 

 

 

 

作者秋雨為 1992 年畢業校友 

 

青年時代因教主日學的需要，所以在中國神學研究院兼讀了「基督教研究文憑」課程，當時的設計是相

等於道學碩士的一年級。1985 年畢業後，教會一位弟兄就介紹我往福音證主協會的中國福音事工部事奉。

當時的中國福音事工部是以研究為主。後來我當了主任，就轉型以事工為主，同時藉一位來自中國的女醫師

同工的網絡，與當時的家庭教會建立了關係。亦因此與當時有名的家庭教會負責人有接觸，包括王明道(晚

年住上海)、謝模善(上海)、袁相枕(北京)、邊雲波(天津)、楊心菲(廈門)、林獻羔(廣州)、宋尚節建立的家庭

教會領袖(福建，因此得到一份對偶讀經法)和一位靈修院畢業的黃姊妹(她當時在江蘇、浙江的家庭教會有

很崇高的地位)。藉那位女醫師同工的邀約和她自己的創作，中國福音事工部兩年間出了百多款小冊子，和

當時家庭教會都很喜歡的「詩歌三百首」。又因為事工的成績超卓，我們部門每年都得到大筆奉獻，使我們

可以免費供應工具書給兄姊帶往國內。 

我的宣教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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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初次接觸中國的教會，當時是局限在家庭教會，因當時的三自教會極受政府操控，家庭教會又極

度抗拒接觸他們，所以我們當時只選擇服事家庭教會。這些家庭教會領袖的經歷，深深影響我的生命。特別

我有三次機會去探望當時被釋的王明道(我明白我們創科局長見到 Steve Jobs 的興奮)，和離開證主前最後見

到的邊雲波弟兄，都深印在我的腦海中。奇妙的是我在美國的新宣教士訓練時，在底特律的教會中竟重遇已

移民美國的邊雲波弟兄，將我的中國教會服事連起來。 

1989 年 5 月底，由於局勢變化很急速，證主就派我和一位同工往北京了解情況，當時已是戒嚴的第三

天。市面很多人聚集，地鐵停駛，各出口站都被大型車輛堵住出口，因聽說解放軍會坐地鐵來突襲。當時北

京的動態是靠外媒在不同的地點探到的消息，交由外媒電台發放出去，廣場指揮部收聽之後，立刻印成單

張，四處派發。派發處常有大群人爭相取閱。我由於受另一機構所託，帶了一些奉獻給學生，因此也有機會

進入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當時進入指揮部要展示我的回鄉證，並有人陪同我進入，並在一本冊上留下我的名

字。 

一個下午我獨自往天安門廣場時，看見一個氣功師正為一個學生施氣。當時，神就感動我：為何沒有基

督徒去服事他們？神就呼召我好好裝備去服事。5 月 31 日由於局勢越來越不穩，當時很多人離開北京，但

因有一班加班機，公司就叫我們立刻回香港。 

回來就辭職。本來往中神再讀兩年就可以道學碩士畢業，但自己出身浸會，故選擇到浸神讀道碩，也可

能因有一年道碩的根基，讀起來就比較輕鬆。 

畢業後就在一間浸信會事奉，期間經歷建堂工作。在差不多建成時，神卻叫我離開。後進入浸神參與信

徒神學教育部，後擔任主任，積極發展各類課程。 

2002 年正是畢業十週年，神提醒我不是在這裡退休。當時神帶領我認識現在的差會—Send 

International(國際差傳協會)，並在 2003 年正式加入，在中國的工場事奉。 

早年的事奉主要是在一間家庭教會的神學院駐教，後來因其它地區的需要越來越大，我就在不同的地

區培訓神學生和在三自教會培訓領袖。除了培訓工作外，2005 年開始，由於負責招募宣教士的香港東亞區

差委會的總幹事是一位德籍宣教士，與華人教會接觸比較少，所以我也被邀參與在港的拓展工作。 

2015 年中，那位德籍宣教士因家事要回到德國，我就被邀成為差委會的總幹事。到 2018 年，我們的拓

展主任已可以承擔主要的招募工作，因為我打算再集中在培訓的工作上，所以我請辭了「差委會總幹事」一

職。 

回想這條宣教路，我一直都經歷神的引領。語言上，由於我是在蘇浙公學畢業，所以有一定的普通話能

力，加上在港的牧會經驗及神學院的課程設計和教導工作，都成為我現在宣教工作的準備。 

現時除了國內培訓工作之外，我仍要承擔新宣教士的培訓工作。由於差會是國際差會，我也有機會接觸

上層的領導，了解國際差會的運作十分有系統，我有幸參與其中，是一件十分榮幸的事。 

十多年的宣教經驗帶來很多淚水，但更多的是歡欣、喜樂和讚美。看見學生一一成為傳道人，忠心在國

內不同的地方服事，這種喜樂心是永不止息的。我只有一件事後悔，就是太遲參與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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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的 

掙扎 與 成長 

作者林偉廉為 1988 年畢業校友 

現為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主任院牧 

 

2017 年香港回歸中國二十年，這二十年有著重大的轉變，即使中國政府宣稱維持 50 年不變，我們仍然

看見轉變是無可避免的。這些轉變包括政權、政策和政府，是權力核心的轉變，帶來民生、社會和經濟的衝

擊。當然，信仰是我們作為基督徒最關心的課題，過去 20 年我們能夠如常實踐牧養關懷，和能夠繼續自由

的分享福音。外在的變化越大，越顯得人內在的心靈需要正在變化中，在醫院的院牧事工，心靈關顧工作越

來越重要。 

我出生於香港，這裡本來就是充滿吊詭的地方（A Place of Paradox）。在英國統治下的中國人，有著西

方的生活模式，享受自由，在安全的環境下接受教育和成長。與此同時，香港保存了中國人的文化傳統，孝

敬父母，尊師重道，重視家庭，重視關係。這都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的父母都是現代城市人，他們都要工作維持家庭。在我的記憶裡，很快聯想起他們給我的影響。父母

都是從事會計工作，生活比較有規律。父親明顯是完美主義者，對守時要求很高。母親也是完美主義者，她

對於我們的衣著外表要求高。她同時也是討好型，要求我們對人要有禮，並且要毫無怨言地幫助別人。我有

兩個兄弟，我排行中間。成長中所面對的困難，包括性格內向、怕羞、不善於溝通，懼怕權威。填鴨式的教

育制度，陪伴我們成長半生，不懂獨立思考，怯於發問，懼怕對質，我就是這樣成長的。 

我的性格內向卻不畏懼，投身院牧服事轉眼 29 年，成了院牧界的元老級人物了。雖然長年累月每天都

離不開面對病人，但我面對看似重複又重複的「工作」，卻樂此不疲，而且不失創意。也許仍有藝術天賦，

我喜歡在平凡事物中找尋新意。工作之餘，也懂得鬆弛身心，對草地滾球運動更是鍾情多年，且常常參加公

開比賽。動與靜、實與弛，可以互相協調。  

 

回應了神的呼召 

  自小就讀基督教學校的我，中三那年參加了深水埗浸信會(深浸)舉辦的第一屆中學生福音營，營會之後

又主動前往荃葵培靈佈道大會，並在佈道會中決志歸主。由於父母給我們三兄弟很多的自由，對於我相信基

督教和加入教會，都沒有反對。雖然那時家住荃灣區，學校在屯門區，但我卻選擇到深浸聚會，因為在福音

營中我已認識了教會的傳道人，感到有一份熟絡。就這樣，深浸成了我屬靈生命成長的地方。 

中四那年我已經在學校團契當職員，在教會裡更是熱心追求，積極參與不同事奉，78 年受浸加入教會。

由於中學會考的成績未如理想，再自修一年，但是重考的結果也未能升讀中六。於是就嘗試尋找工作，結果

得到當時的新界理民府取錄為二級地政督察。由於工作的性質需要經常接觸人，因此操練了我的膽量和待

人接物的技巧。回想起來，原來神早已預備我做「人」的工作。事奉者的足跡，真的有神的帶領。因為中學

畢業那年，我已經回應了神的呼召，要將自己的一生為主所用，只是那時仍沒有清晰的方向。 

由於自小就有繪畫的天份，更在中學繪畫比賽中得獎，所以我一心想在設計藝術方面發展，可惜後來發

現自己有色盲，但沒有因此而放棄，甚至渴望能到藝術之都法國實現我的藝術夢想。在 1981 年開始學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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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大一設計學院修讀晚間課程。1983 年參加由法國文化協會舉辦的首日封郵票設計比賽，並且得到冠軍。

正下定決心準備走上藝術道路的時候，神卻呼召我走上全時間傳道事奉之路。 

 

立志為他人的生命添上愛的色彩 

一連三個主日崇拜，我聆聽到以賽亞先知、門徒事蹟和背十架的信息。我知道上帝向我說話，也確信是

時候回應祂的呼召。那時正好讀到托爾斯泰的《藝術論》，這位大文豪彷彿成了上帝呼召的代言人，因為書

的結語如此說：「今日基督教的藝術的任務，是要將基督的愛帶入社群。」結果我就下定決心，改變人生的

方向，立志跟隨基督的腳踪，為他人的生命添上愛的色彩。1985 年，我入讀香港浸信會神學院，1988 年完

成了宗教教育學士(BRE)，由於期間曾修讀暑期臨床牧關(CPE)課程，又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當過實習院牧，

神學畢業時就已經確認了醫院是我日後的事奉工場。88 至 90 年，在葛量洪醫院擔任院牧，並再繼續進修宗

教教育碩士(MRE)。90 至 91 年因母會缺乏同工，曾一度回母會事奉，但仍以義務院牧的身份協助仁濟醫院

開展院牧服務。91 年，決定出任院牧聯會的執行幹事，負責事工拓展和協助 CPE 訓練。 

由於當年香港尚未有本地 CPE 督導訓練，94 至 96 年我和太太與只有一歲的女兒，遠赴夏威夷修讀 CPE

督導課程。最難適應的就是文化和語言的差異，但最後都一一克服過來。我在一間大型的急症醫院實習，不

是 24 小時，而是連續 36 小時在急症室當值。雖然工作時間很長，卻有機會接觸到很多不同類別的病人。

還記得有一位移民到來只有一個星期的香港人，他因心臟病發去世，我就在外國人的墳場為他主持了喪禮。

應付突發事情，是院牧經常的挑戰。 

 

放膽構想多些具創意的服務 

96 年回港並先後出任院牧聯會的署理總幹事和總幹事，但我始終心繫醫院的前線服事。兩年後，決定

重回醫院院牧崗位，在大埔那打素醫院服事了五年。並且在 01 年接受了當年進修 CPE 時協助牧養的夏威夷

怒安奴浸信會按立為牧師。03 年沙士一役後，自感真的需要退下休息。我一方面休息，另一方面卻出人意

外地獲得母校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邀請，出任神學院校牧，經歷由醫院院牧到神學院校牧兩樣不同的事奉。可

是，驚覺神學院裡的病人原來不比醫院裡少呢！。 

2006 年我重回醫院的服事，在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出任主任院牧，直至現在。無獨有偶，我服事

的兩間醫院都是那打素，每一間都給我很深刻的體會：由於我加入大埔那打素的時候剛好是醫院的開荒期，

所以有機會與其他部門主管一起接受行政管理訓練，過程中我和同事得以熟絡，也讓他們對院牧服事有更

多認識和肯定。當來到東區那打素，由於院牧事工已有相當的基礎，加上醫院有較多的資源，也給予院牧部

有很大的信任和自由度。所以能夠放膽構想更多具創意的服務，這實在是十分感恩的。 

作為一位資深院牧，我認為整個服事的關鍵仍然是繫於召命。我常常強調，每位想當院牧的都要清楚認

定自己是否對醫院真的有負擔。當院牧絕對不比牧會容易，我甚至認為是更難，因為每天不單要面對生離死

別，更要與醫護人員共事和牧養他們，還要適應醫院的文化、複雜的醫療環境並危機應變等。若沒有負擔，

實在很難堅持下去。所以我要為過去神的引領和加力而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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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最美的祝福  

作者林克龍為 2012 年 MCS 畢業校友 

現為珠海巿浸會大學助理教授 

 

哀傷中安慰 

  家中長者安息主懷，是令人哀傷的事。過去

四年，我的父母親和岳父母相繼離世。哀傷中稍

得安慰的，就是他們全部已經信主。 

  回想 2013 年下旬，我到珠海市，任教浸會

大學之前，長住護老院的岳母便安息主懷，享年

84 歲。同年底，我的母親跌倒入醫院後，一直住

護老院至 2015 年，息勞歸主，享年 85 歲。2017

年 4 月我的岳父亦回天家，他亦是長期住護老院，

享年 89 歲。最想不到的是我父親，平時身體健

壯，但 2017 年底在家跌倒後入醫院兩週後，便

安息主懷，享年 91 歲。父親是唯一不用經歷從

醫院至護老院，又從護老院到醫院的昂費過程。 

  年紀老邁到離世，乃人生定律，對此我並不

太哀傷，但四年間相繼四老離世，難免不捨得，

但看見他們脫離肉體病痛，息勞歸主，亦稍得安

慰。他們在世的時候，我們一家人能盡孝奉養，

因此無憾。 

 

金色旅程 

  很感恩的是四位長者，均屬高壽。正如摩西

說：「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

歲。」（詩篇 90:10）更重要的是，他們全部都是

基督徒。母親 1962 年從鄉間到港後，最早信主，

亦為教會執事。父親較遲才信主。我的岳父母於

2009 年從美國回港定居後，接受主耶穌為救主，

並先後受洗。   

在陪伴他們過程中，要經常進出醫院、陪看

醫生。亦不時到茶樓、餐廳，享用美食。過時過

節，亦安排與子女、孫兒、孫女會面，感受歡樂

氣氛。教會的教牧同工和弟兄姊妹的探訪，亦讓

他們感受主內關懷之情。 

  最後，他們在彌留之際，家人均陪伴在側，

以詩歌、經文、禱告送別，讓人生旅途終結時，

畫上美好的句號。 

 

慨歎和勸勉 

  長者的護老院和醫療費用，是相當驚人的，

這亦是事前沒想到的巨大開支。在香港沒有完善

的養老護老政策，責任全落在市民身上。很感謝

上帝的恩典豐盛，讓我們為人子女的有能力，在

時間、金錢、關懷方面盡孝，不讓長者擔心，使

能舒適安享晚年。 

  身體上的關顧很重要，但靈魂關顧更加重要。

因此趁他們精神好時，向他們講解信仰，並請教

牧同工協助，確保盡快信主，並接受浸禮或洗禮。

我深知與時間競賽的重要，因此用不同方法，趁

他們精神和健康尚好時，協助他們明白並接受救

恩。 

 

安息禮拜的意義 

  在四位長者的安息禮拜中，有一共同目的是

向信徒和非信徒傳遞死後復活的信息，和信耶穌

得永生的福音。希望未信主的親友，能透過安息

禮拜，了解基督徒面對死亡的看法和信耶穌得永

生。某程度上可說是另一種佈道會。雖然我傾向

適度的花費，但非必要便不花，一切以合宜為依

歸，以免浪費。 

  另一深層意義是反思，他日自己主懷安息，

當別人述史時，內容是否榮神益人？這也是對自

己的提醒。 

 

最美的祝福 

  回顧我家四位長者的一生，都是在上帝恩典

帶領下，而最重要的，便是接受主耶穌為救主。

正如讚美之泉的

詩歌：「這一生最

美的祝福，就是能

認識主耶穌。」希

望這祝福，能夠臨

到所有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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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文俊為 1995 年畢業校友 

2012 年底退休 

 

 

 
  雖然自己讀書少，在神的恩典下，1991

年竟然蒙召讀神學，1995 年畢業成為傳道人，而

且 

事奉工作一直都與文字有關。愈多參與就愈

體會粗心大意的人，很難把文字工作做好。因為文

字工作精細的程度包括注意每一個字，甚至一點

一畫，連標點符號都不會放過，所以是「精細為

本」。精細的工作，絕對是費時的，因此很多人不

想成為文字工作者。教會中適合擔任書記的，通常

都沒有太多選擇！就算是大學畢業生，並不等如

說他們必定是個出色的書記，因為還有很多細節、

表達和記錄方式等，大學生都未必熟識。例如議案

中要記錄特別小組成員的名字時，就必須加上人

數才是完整的記錄。看似很簡單的一點卻不是所

有人都懂得要記錄人數。常見到教會不多培訓接

班人，也不常提醒與會者該留心那些容易忽略的

記錄，難怪有經驗的書記或文字工作者，是教會最

缺乏的人才之一！ 
 

 

文字和語言一樣：操練愈少，忘記愈多，這

是執筆忘字的主因。由於寫作不像抄寫文字那麼

簡單，往往要配合思考工夫，是頗費時的；若思路

未通、靈感未到，安坐數小時可能只寫出少少內

容，頗為無奈！工作上若要經常閱讀、書寫或打

字，這是熟能生巧的最佳操練。若工作上少用文

字、書寫又少，腦海中字庫的儲存量自然不多。書

到用時方恨少，唯有多查字典或請教別人。有時

候，就算很簡單的字，由於少看少寫，想不起來也

是絕對正常的事。多讀聖經和閱讀其他屬靈書籍，

絕對能幫助記得更多文字。總之，多看、多讀、多

寫文字的人，必定能夠揮灑自如，表達出流暢和有

深度的信息。盡量避免書寫的人，只會令自己陷入

逐漸退化的狀態，書寫就會變成一件苦事了！ 

  

 

中文是中國人的文字，外國人學習中國語文，

通常都是基於仰慕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為生活、工

作、興趣或未來的發展（包括經濟和政治）等因素

而努力學習中文。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後，英文自

然比中文更重要。自己本來沒有用英文名的，也跟

上潮流起個英文名字。香港回歸中國已二十年，英

文是否不像以前那麼受重視呢？筆者習慣與初次

見面的中國人打招呼時，除非拿到中英對照的名

片，否則就算對方說了英文名，筆者都希望認識他

的中文姓名。不少人習慣稱呼對方的英文名，卻忘

記他的中文名字，真感到本末倒置，愧為中國人！

此外，筆者很不滿一些商店或大廈只有英文名稱，

沒有中文，對那些不懂英文的人來講，絕對是不方

便的！雖然有人認為這是高級的象徵，筆者卻很

討厭，因為香港仍是個以中國人為主的城市！ 

 

 

文字的大小往往與讀者有關：印給長者的刊

物，字體通常較大，給青少年的，字體較細小；不

過這不是千篇一律的原則。事實上，不是每一種刊

物都有大字版！而筆者所關心的：即使主要是給

青少年的文件若字體太細小，閱讀也是費神的！

就算使用 Power-Point 也會發生類似的問題：製

作者可能只按習慣去準備，未必認真地考慮到銀

幕的大小和觀眾的距離問題，閱讀Power-Point內

容也可以是辛苦的！大家都明白，為了環保、減輕

重量和成本，就減少用紙；為了減少準備工夫，寧

願縮小文字和圖樣，減少 Power-Point 或篇幅數

量。有些書刊或單張的週邊剩餘很多空間，編印者

似乎只按習慣而採用 12號字體，不管長者是否看

得辛苦！文字轉用較大或不同的字體是有特別用

意，但整篇或整頁的觀感就顯得不夠整齊！在宣

傳廣告方面，字體大小的運用絕對重要，卻不是人

人都容易掌握得好。 

  

文字工作精細為本 

絕 
對 

(18) 

多用文字熟能生巧 

中國社會中文優先 

文字大小影響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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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牧心聲 
 

作者蒙健生為 2013 年畢業校友                           

現為西沙浸信會牧師 

背景 

本人蒙神呼召於 2010年入讀浸信會神學院，

翌年獲母會尖沙嘴浸信會派往馬鞍山基址西沙福

音堂實習一年。2013 年畢業後在母會傳道事奉，

2014 年因西沙福音堂有一傳道同工空缺，故獲邀

請轉職至西沙福音堂事奉，有幸參與籌備教會自

立的工作。西沙福音堂於 2016 年 9 月自立，並改

名為西沙浸信會。2017 年 9 月教會按立本人為牧

師。 

 

有年青的會友問：“按立為牧師是否升職加

薪？＂ 

我回答他：“按立為牧師後，薪酬和福利均有

提升，雖然不多，若說成升職加薪，確可以言之成

理。不過，更值得高興的是會眾對我的託負加重，

期望更多。＂ 

擔任牧師一職雖然比傳道有較大壓力，但確

實值得高興。因為有一位前輩曾對我說：“會眾支

持按立你為牧師，顯示他們願意被你牧養，成為他

們的牧者。＂言下之意，牧師不單是一個職銜，更

是一個標記，其中包含信任、跟從和學習。 

記得青年聖詩其中一首名為“青年向上歌＂，

歌詞第一段： 

我要真誠，莫負人家信任深； 

我要潔淨，因為有人關心； 

我要剛強，人間痛苦才能當； 

我要膽壯，奮鬥才能得勝。 

當被眾人信任、被眾人關心、被眾人跟隨的

時候，心裡的壓力自然提升，但能被眾人肯定、認

同，又確實令自己開心不已。 

生活在眾人的眼目前，言行舉止必然會有影

響。與弟兄姊妹交談，所講的說話可能會被人引

用，像：“牧師也是這樣說......＂ “牧師也是這樣

做......＂“牧師也同意我......＂彷彿變成了更具權

威的人，所以自己對自己的要求也相應提高，言行

也要小心。 

 

有成年的會友問：“若牧師不在，誰可以主持

主餐禮呢？＂ 

我回答他：“按本會規則，必須曾被按立的人

才能主持主餐禮，例如：牧師及執事。所以，若牧

師不在教會，會先邀請其他牧師代行，若事情太急

（急病或意外），則教會執事亦可主持主餐禮。但

傳道人因未被按立，故不能主持主餐禮儀。＂ 

在我的牧師証書上也清楚寫明：「......按立典

禮，此後，蒙健生傳道可執行牧師職務，主持浸信

會一切禮儀。」（標點符號是作者加上的，証書中

並沒有標點符號）故此，按牧後其中一項明顯的轉

變是在禮儀上的職分不同了，由協助變成主持，擔

任領導的角色。 

除主餐禮外，最快的轉變是由「傳道人代禱」

變為「牧師祝福」，祝福語可容易找到，一般採用

哥林多後書 13:14 或民數記 6:24-26，但祝福的姿

勢是否有標準？左手受傷可否只舉起右手？句語

中可否增加自創句子？唱阿們頌是由誰領唱......

等問題就找不到答案。惟有一邊思考、一邊問其他

牧師。曾向一位牧師請教，他第一個反應是：“神

學院沒有教嗎？＂我笑著回答：“是的，我讀的那

一間沒有教這些，所以要請教你。＂他也笑著與我

分享他的看法。 

我相信不久將來便要主持喪禮、婚禮和浸禮，

幸好，我教會仍有主任牧師，有不明白之處仍可以

詢問他，在禮儀的運作上應該可以應付過來，但我

不知道神學院有沒有開設相關課程，以便在禮儀

上更明白其中的神學意義。若果有的話，就要趕快

報名進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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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年長的會友說：“牧師為我禱告真好！（更

有效）＂ 

我回答他：“只要我們誠心向神禱告，神不會

介意我們的知識、地位和才能，都會細心聆聽。＂

但不少長者較希望牧師為他們禱告，彷彿牧師的

禱告特別靈驗有效，我總是來者不拒，能為他人禱

告也為我帶來喜悅。 

近日，我右手中指的關節隱隱作痛，屢次抹

藥膏和祈禱，也不見有好轉。在團契的時間，我請

求一位年青的姊妹為此禱告，她禱告一提及我的

痛處，我便感到關節有點麻痺，然後痛楚消失，不

藥而癒。我待她禱告後告訴她，並感謝她，又說：

“若我再感痛楚，可否打電話給妳，好為我繼續禱

告？＂她笑了一笑便答應了。 

這件事提醒我：“成為牧師之後，不會因為職

分的轉變，祈禱會更有效、醫病趕鬼樣樣都「掂」，

擁有更強的屬靈權柄，而是要繼續仰賴神的恩典，

按祂心意祈求，才能作成神的聖工。＂ 

 

投棄權票的會友說：“三年按牧是否太    

快？＂ 

我沒法回答，因我不知道是誰問這問題，而

且沒有客觀標準何時才合適按牧。 

回想在按立成為牧師之前，需要經過不少程

序和關卡，其中一項是全部會友投票是否支持本

人被按立為牧師，很高興近 97%投票支持贊成，

但亦有約 3%投棄權票，其中一張票上寫著：“三

年按牧是否太快？＂ 

我認識不少教牧同工勤懇地在教會事奉多年

還未被按牧，甚至有些在同一間教會事奉了十多

年也是如此。我也聽聞外地不少神學生畢業後便

自動成為牧師，並沒有傳道人這職銜，對這傳聞我

也不肯定。但我認為華人教會在按牧一事上看得

很隆重，於是，有些教會對牧師候選人要求很高，

各方面都要達到很高標準，又要有過往「政績」支

持，才能被按立為牧師。相比上述勤勞事奉十多年

的傳道同工，我一方面高興所事奉的教會並沒有

這樣看待我，另一方面，期盼更多同工的努力能被

認同、得到更多的尊重。 

 

結語 

按牧後一直都忙，其實沒有多想有甚麽轉變，

也沒有特別的心聲很想和人分享。感謝編委們的

邀請，使我也重新思想按牧後的一些感受。我記得

神學院一位老師曾教導我：「作主耶穌的門徒是

24 小時的，因此，所有門徒都應該是全時間奉獻

的，你們（神學生）只是比其他門徒幸運，可以專

心事奉神，其實不少平信徒日常工作，又在教會參

與事奉，比你們更勞苦。」是的！所以，我每次見

到弟兄姊妹不辭勞苦，為神作工，就求主大大賜福

給他們，因他們比我這位牧師更為主勞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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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牧感言 
 

作者江山偉為 2001 年畢業校友 

現為香港浸信教會牧師 

 

按牧感言，千言萬語，提筆之時，不斷想起

一句說話：除了感恩，還是感恩，一切都是上帝的

恩典。 

屬靈生命的成長 

我是在讀預科時參與香港堅尼地城浸信教會

一次福音營，被聖靈感動而決志信耶穌的。青少年

期靈修，最令我扎心的一段經文是：「你們要進窄

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

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

著的人也少。」（馬太福音 7:13） 

在我的人生中的體會也是如此，要找到永生

的道路和能持續選擇行窄路的確並不容易，這催

迫我更倚靠主。在教會的初信守望、小組生活和事

奉經歷中，學習以主喜悅的方式生活和與人相處，

感謝主透過母會給我的造就及事奉的培育。 

當自己在母會裏的服侍越來越多，責任也越

來越重，深深體會聖經所說：「耶穌走遍各城各鄉，

在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又醫治各樣的

病症。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

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對門徒說：『要

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

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馬太福音

9:35-28） 

我就跟主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小牧人」緊隨「大牧者」 

聖經以弗所書 4 章 11 節說主賜給教會的有

「使徒、先知、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浸信會

的牧師是新約所提及的三重牧職（長老、監督和牧

者）的統稱。牧師一詞原文有「牧羊人」的意思，

換言之，擔任牧師的我，要像牧羊人一般照顧上主

的群羊（教會），使群羊有草吃、有水飲，成長壯

大，也要如牧羊人一般，走在群羊的前面，引導群

羊走當走的路。面對如此重任，如果只看自己的軟

弱和限制，怎麼有可能？昔日耶穌對三次不認祂

的彼得，再三的肯定委派他「你餵養我的小羊」。

主亦藉著這段經文鼓勵我和差派我這不配的小人

物去牧養祂的羊，與祂同工。我深深被主的愛、接

納和肯定所觸動，我願意跟隨基督的腳蹤，靠著祂

跨越自身的限制，在這位「大牧者」身上學習作忠

心的「小牧人」。 

 

感謝主差來的天使們 

感謝默默容許我、支持我全心事奉主的家人

們。願主的恩福臨到你們，也願我的見證能使你們

感到所付出的支持是值得的。特別感謝主為我預

備師母(江張思敏傳道)成為我的妻子，她是我生

命中最重要的屬靈知己。由相識至今同行廿載，她

都支持我、鼓勵我，為我禱告守望，成為我事奉道

路上極為重要的同行者。 

感謝主給我帶來牧職學習上的天使，除了在

本會為我預備了樂意教導和建立我的資深好牧

人 ：劉少康牧師、楊柏滿牧師、陳康牧師、王潔

芳牧師外，同時也給我在不同階段遇上了多位對

我循循善誘的好牧人，在眾多位牧者身上，我除了

得到牧養，他們的牧職生命也啟發著我當如何做

個好牧人。感激主差了你們來激勵著我要更謙卑

的成長，追求成熟。 

 

「小牧人」與你一起建立基督的身體 

展望將來，我作為「小牧人」，定意要和你一

起盡心、盡性、盡意、盡力的愛主；定意要和你彼

此激勵追求成長成熟；更定意要幫助你一起發掘、

發展、發揮恩賜，鼓勵和訓練有恩賜的肢體負起領

袖的擔子，讓我們各盡其職，彰顯基督成為服侍眾

人的相愛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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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在前頭有更多艱巨的挑戰在等著我。正

如耶穌對彼得的選召，「『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

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

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

願意去的地方。』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

死榮耀神。說了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

（約翰福音 21:18-19） 

我認知到這是主向我更進一步的呼召，所以

我沒有輕率，也不敢輕慢主的選召，我立志跟隨基

督這位大牧者，甘心樂意、盡心竭力完成上帝的託

付，與眾弟兄姊妹一起建立基督的身體。 

誠然，牧者也是人，是軟弱的器皿，需要主

的恩典，尤其是承擔牧師職份，更要靠主剛強。若

要按祂心意牧養群羊，我必須留意自己與主的關

係，是否如枝子連於葡萄樹，常在主的愛，以致能

以基督的心腸，牧養主所託付的羊群。在此，我需

要你們的禱告，因為你們的禱告可以使牧者們成

為好牧人。 

 

 

 

 

 

 

 

 

 

 

 

 

 

 

 

今日，無論是年幼、年輕、年長還是年老的

你，別忘記因著耶穌基督的救贖，眾人皆為祭司，

基督是我們唯一中保。今日我們的「大牧者」在揀

選我的同時，也選召了你和我一起去承擔天國的

使命。 

讓我這位「小牧人」與你一起跟隨「大牧者」

建立基督的身體。 

 



 

  

 19 

 

牧靈專訊   05/2018 

  按牧述志 
 

作者張連生為 2011 年畢業校友 

現為香港堅尼地城浸信教會主任牧師 

 

 

美國著名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

一首膾炙人口的詩 The Road Not Taken「未走之

路」，指人生像一次不能走回頭路之旅。文中說：

「黃樹林中二路分歧，可惜的是我無法二路皆行...

兩條道路分叉在林中。我選擇的那條渺無人跡，從

此決定了我人生的迥異。」有幸，分岔路上，蒙天

父的引領，我能選上無悔又風景絕美的路徑。 

有人說人生像一場戲，也有人說人生像一本

書、一首樂章。我認為我的人生像一場足球賽。上

半場，在學校服侍。中場，父母親相繼離世，神藉

這經歷觸動我，催促我數算自己的日子。這段日

子，深深體會人生勞勞役役，不知為的是什麼，倒

像蒲公英隨風飄泊，都是虛空，都是捕風。故此我

回應神的呼喚，進入神學院，將自己人生的下半

場，完全奉獻給主，降服於神的帶領。 

我於 1975 年在葛培理佈道會決志，同年的聖

誕，已開始參加香港堅尼地城浸信教會的聚會。自

此，一直參與事奉，在教會成長，並於 2006 年被

按立作終身執事。一生以此為家，委身於這家，因

這屬靈的家，是我所愛的。神學畢業後，沒有他想，

一心一意返回「老家」服侍。 

主耶穌曾說先知在本地是沒有人尊敬的。我

卻有不一樣的經歷，回到自己成長的教會服侍，蒙

弟兄姊妹的厚愛，大家同心協力推動聖工。可喜又

感恩的，見教會的第二代已茁壯成長，更以這教會

為他們屬靈的家。 

感謝神！得蒙香港堅尼地城浸信教會的肯

定 ，於 2017 年 12 月 31 日按立本人為牧師。我

知道作為牧師，弟兄姊妹對自己多一份愛護，同時

也多一份期望和責任。牧者職份是一生之久。我要

對自己的言行倍加謹慎，因為作為牧師，可以造就

人，也可以絆倒人。 

我願意做一位忠於教會弟兄姊妹、愛人靈魂

的牧師，我常以彼得前書 5 章 2-3 節自勉：「務要

牧養在你們中間上帝的群羊，按著上帝旨意照管

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

貪財，乃是出於樂意；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

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我更願意做一位忠於神的牧師，盼望當見主

面的時候，我對主說：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

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

了。」(提後 4：7) 。然後主對我說：「你是又良善

又忠心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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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牧感言 
 

作者陳海儀為 1998 年畢業校友 

現為沙田浸信會牧師 

 

承蒙母會紅磡浸信會的愛顧和栽培，我

在一九九八年於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完成神

學學士，後來又得沙田浸信會執事和牧長們

的提攜，於二零一五年完成道學碩士課程。

蒙召至今經歷了十九個寒暑，感謝主一直眷

佑和帥領，讓我在神的家裡，跟肢體們同心

事奉，生命彼此建立。  

回想過去，我由一個小小女傳道，跟隨

著梁廷益牧師、鄧美琴牧師、林廣潤牧師和

陳健威牧師，邊學邊做，直到如今。感謝主

內每位共事的長執、同工和會眾的鼓勵和支

持。正如《腓立比書》1:5「因為從第一天直

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看著

教牧和執事們能夠彼此尊重，並同心合意去

興旺福音，算是最珍貴的事奉經驗。  

論到這十九年的服事，最深刻的體會，

就是有機會每年去帶領「恩愛夫婦營」，看

著夫婦們帶著不同的「垃圾」進來夫婦營，

卻因為主的愛和恩典，並聖靈的工作，不少

夫婦能在營中經歷很大的醫治，得著很多恩

典，二人關係得著更新。還記得有一次，一

對夫婦面對婚姻破裂，已往律師樓簽署離婚

協議書，他們進營會時說：「我們入營，只為

給神最後一次機會」。怎料他們出營時，竟

能彼此和好，立即撤銷離婚協議，之後更得

到一個兒子—上帝所賜的產業—呢！感謝

主，讓我們可以這樣經歷祂的大能，盼望日

後能夠繼續服事更多夫婦和家庭，讓他們更

多經歷主的愛和恩典，願榮耀歸予我們那位

行神蹟奇事的主！  

 

「願你堅立我們手所做的工，我們手所做的

工，願你堅立。」 (詩篇 90:17) 

感謝上帝的恩典，讓我被按立為牧師，

這是教會對教牧的事奉之認同，肯定其對教

會及弟兄姊妹的擺上。昔日「大牧者」耶穌

基督不但賜下豐盛的生命，更以「為門徒洗

腳」，立下僕人領袖的樣式，祈願我能抓緊

每個機會，去將「生命之道」傳遞給人，以

生活見證上帝，以生命影響生命。  

誠願今後事奉之路是：「務要傳道；無論

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以百般的忍耐和

各樣的教導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

摩太後書 4:2) 

  

陳海儀校友(左一)夫婦與沙田浸信會主任蘇家輝牧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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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牧 禮 述 志 
 

作者莊培傑為 2009 年畢業校友 

現為西區浸信會牧師 

 

從小在教會長大，聽很多聖經故事，但我一

直都是典型不信兼反叛的信三代；直至高中的一

次經歷，我才正式認罪悔改，重生成為真正基督

徒。19 歲那年蒙召，24 歲讀神學，28 歲開始牧

會。回顧過去 5 年社會工作經驗、4 年神學裝

備，以及 8 年事奉歷程裏，並不是一帆風順、得

心應手的。自己一直在跌跌撞撞中摸索、學習、

掙扎、反省和成長，屬靈生命與事奉心志在當中

經受磨煉，不斷地被破碎與重整。 

在這不斷蛻變的歷程中，深深體會自己得以

被神使用，其中一樣不可或缺的，就是要看到並

且謙卑承認自己的軟弱和不足，在這前題下忠心

地信靠祂、順服祂，並竭力成為聖潔。面對和承

認自己的軟弱，並不是讓自己閒懶不長進的藉

口，而是要不斷提醒自己，在事奉的路上要全心

信靠神，並為著要獻上最好予主的緣故，更要竭

力追求成長。時至今日，仍不忘當初鼓勵我報讀

神學之牧者的一席話︰「我能夠事奉，不在乎我

的人生閱歷如何，而在乎我和神的關係如何。」

這實在是一生事奉路上都要不住自我詰問反省的

問題。自問曾經是一團糟的生命，經歷神親自的

挽回、醫治、塑造以至呼召，這全然是神的恩

典。如今獲一眾牧長與「西浸」兄姊所認同而得

以按立，也深信這不是出於我有多少的經驗或能

力，而是我對神有多少的順服與忠誠。而作為一

位牧者，我也必須清晰自己的召命︰不是要帶領

弟兄姊妹跟從我，而是要帶領弟兄姊妹一起跟從

神。 

在按立後，有很多弟兄姊妹問我︰「按立後

有甚麼不同了嗎？」我的回答往往是︰「一如以

往，毋忘起初的呼召，忠心盡力去服侍。」這並

非表示，被按立成為牧師對我而言屬可有可無的

轉變；而是要不斷提醒自己︰我不會因為成為牧

師而變得特別聖潔，也不是因為成為牧師才醒覺

要背負更大的責任。事奉生命與態度上縱然是不

變，但具體而言始終是有分別的，就是從前一切

只會落在牧師身上的職份與期望，現在我也有份

了。因此，我要更醒覺自己的責任和位份，也要

繼續謙卑地學習與勇於承擔。 

未來日子，我會繼續竭力事奉，謙卑學習如

何成為一位合乎主用的牧師。不單如此，我還要

繼續努力成為師母的好丈夫、子女的好爸爸、父

母的好兒子。我不會因為成為了牧師就突然變得

完美、聖潔，成為有光環的人；反之，我要更加

謙卑警醒，承認自己會有膽怯和戰兢、有軟弱和

不知所措的時候。但只要我繼續持守和神有好的

關係，我就能剛強壯膽去面對一切挑戰。保羅對

提摩太的勸勉，亦成為我在未來事奉途程中的提

醒與引導︰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

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

榜樣。你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

直等到我來。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

就是從前藉著預言、在眾長老按手的時

候賜給你的。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並

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來。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

事上恆心；因為這樣行，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聽你的人。 

提摩太前書四章 12-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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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二十年分享 

 

 

 

作者王紹良為 1987 年教牧學學士及 

2007 年道學碩士畢業校友 

現為荃灣浸信會牧師 

 

自二零一七年七月起，便開始在新工場事奉，

自我介紹時我都會提到我們有兩個分別是十八歲

和廿二歲的兒子。二十年可算是一代了，不算長，

也不太短。回想九一年入住何文田山道浸神已婚

學生宿舍，同層也是幾位老師的宿舍，當時是陪太

太讀書，大兒子仍未出生，太太是九三年畢業的校

友，自己正在突破出版社工作，神學院的飯堂和圖

書館是我經常出入的地方。蒙神呼召，九三年成為

浸神學生，修讀教會音樂課程(現已取消)，當年同

班同學只有兩位，她們都是鋼琴老師，自己卻沒有

受過正統的音樂訓練，記得在課堂上做音樂功課

的情景：兩位同學早已完成，自己卻仍以龜速前

行。 

學習過程是艱辛的！放下熟識的工作技能，

從頭開始學習教會音樂，許多嘗試，許多忍耐。回

想入學第二個月便要在學院早會獨唱，對初學聲

樂又內向的人來說，那是令人感到挫敗和尷尬的

經歷，多謝同學們的鼓勵，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一位新約老師的肯定:「紹良，我聽到你好用心

唱。」，鼓勵的說話能讓人敢於再嘗試。學院詩班

和「山道之聲」是必然要參加的，還有跟老師上聲

樂和鋼琴課，又有機會到不同的堂會實習，都是跟

聖樂、崇拜、主日學和團契有關的。除了浸神的老

師，還要感謝各實習教會牧者的悉心指導。 

九七年畢業後，回到母會和太太一同事奉了

七年，經歷擴堂和人事的變遷，感謝天父的恩典和

太太的支持。二零零四年有機會再次成為浸神全

時間神學生，修讀道學碩士課程，在新校舍上課。 

可以再次接受造就是祝福！當時兩個兒子已

唸小學，一家四口，三個都是學生哥。不再專注聖

樂，也不需顧慮堂會的事工，放下舊有的包袱，以

開放的心靈再思考聖經和神學，學習牧會。再次成

為實習神學生，感到輕省和雀躍，也許是多一點經

驗吧！兩次當神學生，前後共去了六間堂會實習，

相信有主心意。 

 

到了第二年，即二零零五年九月突然臉癱，右

眼閉不上，右臉肌肉提不起，嘴唇也合不緊，其後

幾個月不斷接受治療，學習接納自己的軟弱，讓同

學為我按手祈禱；學習被照顧、被牧養；學習在等

待康復期間積極生活。繼續上課，繼續實習，繼續

感恩！感謝主，幾個月後完全康復。二零零七年完

成道學碩士課程，跟上次在浸神畢業剛好相隔十

年。感謝師長的教導和關心，並有風雨同路的同學

的支持，畢業至今超過十載，差不多每月都有班

聚，彼此守望！ 

過去近十年，在堂會擔任堂主任，有幸見證新

一代領袖的成長。在區內又有機會與不同的堂會、

機構合作，祝福基層家庭，並關心區內各堂會和機

構的同工，間中亦會出外培訓崇拜事奉人員。然

而，因角色的轉變，有關聖樂和崇拜的事奉越來越

少，但那卻是自己最喜愛，最得力的事奉！另一方

面，因經常要與哀傷的家庭同行，加上繁重的會

務，人事的問題，令我心力交瘁，難以恢復，及至

母親安息，深感需要好好調適，免得耗盡。 

在身心疲累、安靜等候的日子，不必扮強者！

同學、師長，還有許多前輩都是我的同行者，不至

孤單獨行。感謝恩主，如今回到二十年前實習的堂

會事奉，專注聖樂和崇拜事工，牧養崇拜事奉人

員，深感天父奇妙的帶領和陶造。自知仍要謙卑和

真誠地跟隨主，並幫助別人成長，作主喜悅的門

徒。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

置在世人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

透。」(傳 3:11) 

 

 

 

 

  

十八廿二 

2007 年 MDiv 同學班聚，前左二為
本文作者王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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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十年分享 

 

 

 

作者王文賢為 2007 年教牧學學士畢業生 

現為基督豐榮團契事工主任 

 

畢業十週年，無論多麼的忙碌，我們一班同

學仍然珍惜畢業十週年的日子，相聚一起，見證

十年來大家的變化。 

回想十年前畢業，準備走入工場，大家都在

求問主事奉工場和方向。那一年，有人聽到天水

圍悲情的呼聲，老遠跑到天水圍牧會；有人為當

年實習教會的人事變動，看見羊需要牧羊人而留

下來；亦有數位同學回應母會的需要，回到自己

屬靈的家牧會；而我選擇到機構服侍邊緣群體，

並盼能與教會同行。無論選擇那裡的工場，對於

畢業生，多多少少總是帶著熱誠及期待，走出學

院，進入人群。 

 

 

 

 

 

十年的傳道生活，也對傳道書有更深的體

會。快樂有時，灰心有時；感恩有時，埋怨有

時；幹勁有時，burnt out 也有時。過程一定不是

一帆風順，只是為到我們這班同學感恩的是，沒

有一人離開過神給我們的呼召，全班同學，我們

仍然還是站在神給我們的事奉崗位上忠心服侍。 

今天，我們當中有人已屆退休年齡，但仍在

服侍及尋找新的方式服侍；有人在找到自己的服

侍方向，在基督教輔導中心幫助人認識自己和重

整生命；有人在牧會中，不斷帶領會眾認識社

區，回應公義；也有在進修，以致能有更好的裝

備牧養。十年，不短也不長的日子，親身體會的

是神很愛我們，祂不在乎我們為祂做多少，但卻

在我們服侍的過程中，讓我們的生命不斷被祂雕

琢，為了使我們成長。 

傳道的工作，是一份與神和人生命交流的工

作，每遍講道，每次對會眾的關心禱告，都是人

與人之間生命故事的交流，一段段的相遇片段，

都叫我們變得不一樣，感恩的是，自己至少仍有

這班同行者。 

 

  

十年 

2007 年 BAPS 同學班聚，前左七為本文作者王文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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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美好為 2015 年畢業校友 

現為上環浸信會傳道 

以同聲頌讚作為開始，我們崇拜降生的主耶

穌。當天宣講主道的鄺振華牧師選取了林後八章

的經文，以保羅收集善款的事，帶出了出人意表的

反思進路： 

1. 馬其頓人的榜樣：本來是不足夠的，但卻

付出超出他們所有的； 

2. 耶穌本是富足的，卻為我們變成貧窮。耶

穌因著愛願意變成貧窮，將祂擁有的與我們分享

以致我們成為富足。 

耶穌降生的意義：讓我們經驗因主耶穌因自

甘貧窮而令我們變為富足；我們要學習知足，也要

學習與人分享，親近被忽視的、貧窮的；也要學曉 

 

 

 

 

 

 

 

 

 

 

 

 

 

 

 

均平的原則：「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捐

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

的，其實也算是所欠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

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們。」(羅

馬書 15:26-27)在這個早上崇拜中思想一嬰孩降

生，我們既豐富又飽足。 

接續崇拜的聚餐，同時也再次經驗豐富又飽

足。對我來說當天很有意思，那是我第一次以校友

會職員身份參與其中，有簡單的服侍---在星月餐

廳內走來走去，為要收集所有參與聚餐人仕的抽

獎券。很簡單的服侍，但已使我興奮莫名，當所有

獎品都被送出後，我們校友會職員們都感到很滿

意，因為大部分得獎者，都是同工及同學們。同工

得獎好像是多謝他/她們在校園的服侍，而同學們

得獎又好像是為他/她們繁忙的裝備報以小小的

歡呼(有獎攞啊！) 

當然，我們依然承傳著我們愛拍照的傳統，彼

此收集拍照留念，實在不亦樂乎！ 

院長、老師們、同工們、同學們及校友們相聚

團契，著實是體現彼此相愛和彼此需要，皆因有一

嬰孩降生，令我們變成富足、知足及能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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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鍾卓琪 

為 1992 年畢業校友劉秀珍之丈夫 

現為尖沙嘴浸信會天水圍福音堂傳道 
 

    2017 年 11 月 20 日，是日陽光普照風和日麗，出外遊覽特別在

海上是最好不過的，當天很早已經有人在中大的火車站集合，大家都

充滿期待的心情，當齊集後便由馬料水碼頭出發海上遊覽。 

    原來吐露港風景是相當好的，附近有很多不知名的小島。島上風景美

麗，而且海景很壯闊，令人心曠神怡。雖然早上海風很強勁，有點寒冷，

但校友們的溫暖圍繞着大家，加上海景實在美麗，此刻令人驚嘆上帝創造

的奇妙。 

    在強勁的海風中，我們眾人在船上交流。跟著下來，校友會的安排是

先看珊瑚，後登塔門島午餐。但是因為海水的清澈度不足，故不能太清楚

觀賞到導遊介紹的珊瑚。我們登島一起吃過美味的午餐後，經過充滿鄉村

氣息的街道，登上了一小山坡的高處，校友會職員便帶唱詩歌和遊戲，在

臨海的高處山坡上和美麗壯闊的海灣景色中頌唱詩歌，心裡有說不出的感恩！院長、老師、校友和同學都在

集體活動中彼此加深認識，我們相處氣氛融洽，歡笑聲偶爾傳出。 

    最後，導遊帶我們到茘枝莊，亦是出名的風景區，在那裡欣賞一下大自然的特別，我們這一群「遊客」，

總覺得滿意而回了。回程時，天色昏暗，海風仍然強勁，更意想不到的是竟能望到浸神的校舍呢！ 

 

 

 

 

作者曾慶忠為 2015 年畢業校友 

現為元朗浸信會傳道 

在一般人眼中，每當任何同學會舉辦活動，不論是小學同學會以至大學同學會，大

家也會認為是大型活動，參加人數眾多，筆者也有這樣的心態。於 2018 年 2 月 26 日

（星期一）浸神校友會舉辦了一個「新春校友燒烤同樂日 」活動，出席人數卻低於十

人，不錯，只有九人參與其中。可能有人會說：「這是一場失敗的聚會。」又或許有人

會說：「為何不取消……」。在這個大時代，任何事情都可以被量化，例如：主日崇拜出

席率被理解為牧者講道是否不貼地影響了出席人數；浸禮沒有太多新葡受浸被理解為牧者傳福音是否不理

想……但數字是否一定有特別的意義呢？筆者認為有時真的需要了解更多，才可作出判斷。 

多謝校友會舉辦是次聚會，大多數牧者會在星期一休息，是次聚會使我可以好像在包場的烏溪沙青年

新村中度過了悠閑的大半天。參與人數真的很少，只有七位職員加兩位校友。可是那天我們可以彼此深入的

交談，互相關心問候。輕談一下時事，也分享到教會事情的種種。 

因場地很大，而且沒有太多別的營友，細步走過營地，也能使人內心

平靜，回歸慢活的節奏中，讓我能退修得力，也得到親近基督的空間。下

午的活動過後，在黃昏時我們便開始分工：有取食物的，有點燃燒烤爐的，

有買飲料的，大家就像一家人，開心又輕鬆地享受燒烤的樂趣。在這天，

職員們也彼此加深了認識，在事奉上更有默契，而兩位報名參與的校友，

也給了校友會的支持。 

感謝上帝給了我們事奉的機會，讓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校友會眾職員一起在

團結校友的事上盡力，並且磨練我們的生命，使眾人有更美好的成長。不

論你是那一年在浸神畢業的，也鼓勵你出席校友聚會。4 月學院有一個音

樂頌讚會，屆時學院詩班會聯同校友詩班一起獻唱，誠意邀請你一起出席，歌頌讚美我們的主。 

新春校友燒烤同樂日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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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年鳳為 1993 年畢業校友 

詩篇 145:1-2說：「我的神我的王阿，我要尊崇祢，我要永永遠遠稱頌祢的名，我要天天稱頌祢，也要

永永遠遠讚美祢讚美祢的名。」詩人邀請大家讚美神的全能和慈愛，讚美耶和華是每個信徒的本份，因神創

造了我們並拯救及赦免我們的罪，所以我們要讚美稱頌神的名。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校友會詩班成立後，轉瞬間已踏入第十四個年頭，感謝神帶領一群愛好音樂的校友

參加，雖然大家在教會事奉上很忙，但都樂意每月抽出一點時間來練習，每次的練習大家很投入及用心唱

詩，更享受讚美的時刻。每次在聚會獻唱時我們都存感恩的心，因為我們可以被神使用，藉所唱出的詩歌感

動人的心靈，並使聽者得安慰。而筆者自己也在唱詩歌時得到力量及鼓勵，當憂傷時我更要歌唱，因歌唱使

我喜樂和得安慰，所以我很喜歡常常唱詩讚美神，心中就充滿喜樂而讚美神。 

感謝神校友會詩班有一位既委身又專業的音樂老師作我們的義務指揮，她就是我們敬愛的溫張蓮老師，

她由校友會詩班成立至今一直用心教導我們，雖然她身體患病但仍堅持作指揮。看她與我們練習和唱詩歌

時，身體精神越來越好，每次練習的詩歌都是她用心的為我們預備，我很多謝溫張蓮老師(溫太)的付出，使

校友會詩班音樂水準得以不斷的提高，每次練習我們都是很開心又專心地唱，並享受每次的練習。也多謝蔡

燕萍校友接我棒作詩班長到現在，感謝主校友會詩班不斷有新校友加入，現在約有 30多人了，我更盼望有

更多校友來參加校友會詩班一同讚美神，願榮耀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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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健仁為 2009 年畢業校友 

現為深水埗浸信會傳道 

在產前檢查時，我們已發現恩德 BB 有先天性心臟病，在出生後馬上動手術保命。可惜，首次手術中，

心導管插穿了恩德的心臟，需要即時進行第二次心臟手術搶救。期間恩德的心臟曾停止跳動 32 分鐘，及後，

醫生才接通維生用的儀器。即使第二次手術之後，恩德被送回 ICU，但當時仍然生死未卜，甚至，醫生也不

能肯定他會否甦醒過來。我們每天到 ICU 探望恩德，只能看著他，摸著他的小手，為他祈禱和唱詩歌給他

聽。之後 10 天內，恩德再動了幾次手術，其中有一天，醫生一晚內三度提示我們可能隨時要趕到醫院送別。

每當見到醫院來電，我們總是心裡一沉，生怕帶來壞消息。 

面對絕望、悲傷、無助，我們只能向神哭訴。禱告，讓我們得力，並且有平安在心中，讓我們確認神對

生命擁有絕對的主權。雖然路是艱難，我們也多次為恩德流淚痛哭，但我們卻多次親身經歷神的同在、醫治、

供應和安慰。的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們感謝天父保存了恩德的性命，感恩看見他漸漸強壯起來。 

雖然在過去一年，恩德的情況曾經反反覆覆長達數個月，而心臟的問題尚未解決，將來仍需要不斷複診，並

且要進行必要的心臟改善手術。不過，我們仍深信生命出於神，主耶穌必然掌管和帶領。憑著對神的肯定和

信心，我們漸漸發現身邊出現了很多同路人。恩德的經歷亦成為別人的祝福，也成為病房裡其他病童家長的

鼓勵。今天我們更深刻地學懂體諒病人、珍惜生命、接納自己的限制和生命的有限，以及信靠生命的主宰-

--耶穌基督。感謝主！ 

 

 

 

 

我兒恩德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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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消．息 

1.  校本部現正招收 2018-19 年度秋季新生，課程包括：神學博士、神學碩士、道學碩士、道學碩士（進修）、

基督教研究碩士、神學學士等。申請入學日期：由即日起至 6 月 1 日（本地）或 4 月 27 日（海外）。 

2.  1 月 16 日為「屬靈操練日」，上午舉辦講座，題目為「深耕細作實戰手冊」，由禤志偉博士主講；下午安

排社區導賞活動，由來自不同社區的教會及機構同工，帶領本院師生認識地方教會所身處的社區。 

3.  2 月 28 日至 3 月 1 日舉辦「2018-19 神學生生活體驗營」，對象為有興趣了解蒙召及投身全職事奉的信

徒。內容包括：認識浸神、蒙召見證分享、群體辨識、詩歌讚美、信息、課堂體驗、與教授及學生交流

等。 

4.  3 月 13 至 15 日舉辦「2018 宣教週」，講員為著名基督教宣教歷史研究學者申哲士教授（Professor Scott 

W. Sunquist），總題為「苦難與榮耀中的亞洲宣教」。日間學術講座在西澳校園舉行，主題為「歷史剪影

與宣教的神學整全性」；晚間公開講座假以馬內利浸信會舉行，主題為「20 世紀的亞洲基督教宣教：教

會、社會和身分」。 

5.  4 月 29 日假九龍城浸信會舉行「2018 復活節期音樂崇拜」，首度在港公開獻唱由唐佑之牧師填詞、黃安

倫先生作曲之《復活節大合唱──生命的讚歌》完整版本。當晚由鄧紹光教授分享信息，李鳳儀老師擔任

指揮，本院詩班與校友詩班、聖詠小組，以及獨唱嘉賓聯合獻唱。 

6.  5 月 10 日上午 10 時，於本院大禮堂舉行應屆畢業同學差遣禮，由曹偉彤院長負責主禮，吳國傑博士負

責臨別贈言。歡迎應屆畢業同學之母會、實習教會及未來事奉工場之教牧及長執蒞臨觀禮。 

7. 5 月 24 日晚上 7 時，於本院大禮堂舉行「2018 頒獎典禮暨董事就職典禮」。 

8. 教牧持續教育中心 2018 年 4-6 月的課程小冊子現已出版並上載於本院網址 www.hkbts.edu.hk/pce。歡迎

各教牧同工、神學生、長執及信徒領袖按個別需要報讀相關課程。 

9. 《山道期刊》總第四十期已經出版，主題為「信仰群體的紀律」。專題文章共有五篇，另有討論文章兩篇

及書評五篇。 

 

下學期活動預告 

10 月 23 日至 25 日 2018 浸信會週 

日間學術講座（上午 10 時至上午 11 時），本院大禮堂。 

講員：米高．布洛維博士（Dr. Mikael Broadway） 

蕭爾大學神學院（Shaw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神學與倫理學教授 

       

11 月 19 日 2018 聯合畢業典禮（包括校本部、信徒神學教育部及遙距教育部），下午 3 時 30

分假九龍城浸信會舉行。 

 

  

http://www.hkbts.edu.hk/p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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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會 報 告 

會長——黃滿麟 * 
 

校友活動方面，我們於去年 2017 年 11 月及今年 2 月，分別舉辦了「海上一天遊」和｢新春燒烤同樂日

｣的聚會。校友也踴躍出席於去年 12 月 18 日舉行 ｢聖誕崇拜師生同工校友頌主臨｣的學院活動。詳見今期

校友和職員的分享文章。 

會務規劃方面，我們現正籌備將於 5 月舉行的週年會員大會和校友日營，敬希留意通告和踴躍參與。

另外，為著更有效聯繫各屆畢業生和提供溝通渠道，職員會快將設立校友專用的 Facebook 群組，歡迎會員

使用。而且，我們也留意到已退休校友的需要，正構思更多的連系和探訪工作。盼望你們能禱告記念。 

現屆校友會職員會於去年 5 月經校友投票選出。8 位成員中有 6 位是新加入。感謝主，經過一年的磨

合，我看到職員之間的工作默契增進不少，團隊士氣維持高昂。我明白這並不是必然的，實有賴主的恩典，

和各職員的委身。盼望我們的團隊蒙主使用。 

另請留意本年度之校友周年大會： 

 

日期：5 月 14 日(一) 

時間：上午十時至中午十二時 

地點：九龍弼街 56 號基督教大樓 9 樓 905AB 室 

內容：詩歌讚美、詩班獻唱、院務及校友會報告、專題講座、分組禱告及午餐（於會後舉行） 

專題講座：由陸倫泉牧師主講「門徒與宣教」 

歡迎校友出席及代禱。 

 

最後，我想提示各校友，如果你是校友會會員，但未能收取由以下電郵地址發出的校友資訊電郵：info-

email@alumni.hkbts.edu.hk(校友會 Alumni Inquiry 專屬電郵地址)，請電郵到 sanny@hkbts.edu.hk 給學院同工

Sanny 更新你的電郵及通訊記錄。 

 

 

2017-19 年度會長黃滿麟為 2011 年畢業校友 

現為廣林浸信會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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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消息 

(按首個學位畢業年份先後排序，由 10/2017 至 3/2018) 
聲明：校友消息由編委會按資料來源主動刊登，若有校友不想刊登個人消息，請通知校友會。 
 

轉 職： 
 
 畢業年份 日  期  

勞孝宜 2002 2018.03.15 離開九龍國語浸信會之事奉。 

曾文輝 2004 2018.02.01 受聘為深水埗浸信會傳道。 

伍龍飛 2010 2018.01.01 離開嘉盛浸信會之事奉。 

吳志海 2014 2018.01.08 離開彩坪浸信會之事奉。 

曾慶忠 2015 2018.01.01 受聘為元朗浸信會傳道。 

喜 訊： 

吳銘淇 

周芷韻 
2015 2017.10.05 於母校禮拜堂舉行婚禮。 

曾惠鴻 2015 2017.12.16 與梁善美姊妹於 12 月 16 日於母校禮拜堂舉行婚禮。 
 

按 牧： 
 
陳海儀 1998 2017.12.10 接受沙田浸信會按立為牧師。 

江山偉 2008 2017.11.26 接受香港浸信教會按立為牧師。 

莊培傑 2009 2017.11.12 接受香港西區浸信教會按立為牧師。 

張連生 2011 2017.12.31 接受香港堅尼地城浸信教會按立為牧師。 
 

哀 訊： 

方時芳 1969 2017.11.04 主懷安息，2017.11.13 舉行安息禮拜。 

馮錫倫 1995 2017.11.04 主懷安息，2017.11.23 舉行追思會及 2017.11.24 舉行告別禮。 
 

教 授： 

鄺振華 1985 2018.03.07-09 一連三晚擔任香港浸信會聯會培靈會講員。 
 

代 禱： 

劉健仁 2009 2018 為其兒子恩德的健康及手術。 
 
 
※ 如有錯漏，祈為指正；如未盡錄，懇請見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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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詩班於聖誕崇拜中獻唱 

為咗美食，排吓隊都無所謂！ 

校友會會長黃滿麟(右三)在聚餐前致歡迎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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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聚餐必有環節——大抽獎 

頒獎嘉賓與得獎者合照剪影 

抽獎嘉賓：曹偉彤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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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05 曹院長與校友詩班午膳及為溫張蓮老師慶祝生日
生日 

聖誕聚餐 

出席校友剪影 

2018.02.05 曹院長與校友詩班午膳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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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摘要 金額(港元) 日期 摘要 金額（港元）

17年10月13日 現金入賬(20/11旅行收費～許秀喜) 180.00 17年10月31日 AY Amendment Search Fee 150.00

17年10月20日 吳浩懷永久會員費 1,000.00 17年11月9日 校友會旅行費用 10,992.00

17年10月23日 現金入賬(20/11旅行收費～龍家彥、譚秀芬) 360.00 17年11月13日 詩班聖誕崇拜詩歌譜6本 324.00

17年11月3日 李智達永久會員費 1,000.00 17年11月13日 帛金(方時芳校友安息禮) 400.00

17年11月4日 現金入賬(20/11旅行收費～蘇美好) 180.00 17年11月13日 慰問咭(方時芳校友安息禮) 13.50

17年11月7日 現金入賬(20/11旅行收費～龔偉昌) 180.00 17年11月13日 郵票 51.00

17年11月8日 現金入賬(20/11旅行收費～周松安) 180.00 17年11月23日 花籃(馮錫倫校友安息禮) 400.00

17年11月13日 現金入賬(20/11旅行收費～張瑞蘭) 180.00 17年11月23日 慰問咭(馮錫倫校友安息禮) 15.80

17年11月13日 現金入賬(20/11旅行收費～劉秀珍及家人) 410.00 17年12月14日 聖誕聚餐抽獎(40張百佳$50現金券) 2,000.00

17年11月15日 利息收入 2.14 17年12月19日 牧靈專訊第39期印刷及郵寄 2,557.90

17年11月22日 現金入賬(20/11旅行收費～14位) 2,620.00 18年3月4日 慰問咭7張(備用) 89.50

17年11月30日 院長及學院老師（20/11旅行) 1,440.00 18年3月23日 26/02/2018新春燒烤 1,962.80

18年2月8日 現金入賬(26/02/18新春燒烤收費) 160.00

18年2月15日 利息收入 2.14

18年3月28日 現金入賬(26/02/18新春燒烤收費) 720.00

18,956.50

8,614.28 本期結餘 (10,342.22)

截至 29/03/2018 恆生銀行往來戶口242-039543-001結存HK$30,864.36

截至 15/02/2018 恆生銀行定期存款戶口265440453結存HK$85,088.05

截至 31/03/2018 現金結存HK$796.50

司庫：陳綺華 核數： 容志偉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校友會

2017.10.01-2018.03.31收  支  報  告

收入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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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員．分．享 ————— 
 

靈修——林頴婷 (2014 年畢業校友，現為觀潮浸信會傳道) 

 

畢業數年，偶爾也很掛念神學院的生活，除了學院的老師外，我特別記掛著女生宿舍的日子：一群女

同學一起做家務、洗衫、買菜、煮飯、追功課、祈禱，同哭同笑，有喜有悲。畢業後，我與宿舍內幾位好姊

妹也嫁人了，做家務、洗衫、買菜、煮飯不再是在宿舍內，而是在我們的家中。因此，我們也常說浸神的女

生宿舍訓練了很多「入得廚房，出得廳堂」的賢妻。有些東西，在短短三年的神學訓練是學不到的，但品格

和學養，卻是我們這三年重要的功課。 

 還記得快要畢業的時候，老師們叮囑我們：神學畢業不是神學思考的結束，而是開始。經過三年的神

學生活，我覺得浸神的同學們就像電影《少林足球》中的師兄弟一樣，當年上山學武，打穩根基，下山後繼

續把功夫承傳，即使生活有多困難，心中那一團火也不會熄滅。另一方面，我們又像電影《食神》中的主角

周星馳，一次意外遇到方丈劉以達，方丈用生命教曉他少林絕學，從而完成使命，從此方丈成為周星馳的生

命師傅。 

 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位師兄，即使不能立即說出他的名字，但的確有種親切感，然後他叫了我一聲師妹，

我叫了他一聲師兄，雖沒有深入的交流，卻總不會像陌路人。同門師兄弟，在工場上、路上、生命上如何彼

此扶持？這正是我參與校友會當職員想尋找的答案。 

校友會三大宗旨是聯繫各地校友在靈裡聯合，交換屬靈經驗及工作消息；提供校友在教會事奉上疑難

之意見，發揮守望相助精神；協助母校事工之發展。故此我們會盡快整理好聯絡資料庫，讓大家能夠更容易

接收消息，互相交流。昔日，老師是我們的生命師傅；今天在工場上，我們成為弟兄姊妹的生命師傅。讓我

們眾師徒一起秉承浸神這間「少林寺」的傳統，一起做無愧的工人。 

  

 

————— 編．者．的．話 ————— 
勞孝宜(《牧靈專訊》編輯委員) 

 

最近偶然在電視上看到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主前 100-44), 據報導說：他的政績與龐培將軍(Gnaeus 

Pompeius Magnus，主前 106 年-主前 48 年) 都一度成了羅馬的風雲人物，成就相若。但是論知名度，後者

遠遠不及前者。究其原因，只因前者懂得善用文字。 

 如此說來，文字的力量絕對不能小覷。《牧靈專訊》是校友會為校友們出版的文字刊物，至今已經是第

40 期了，我們《牧靈專訊》編輯委員會一眾委員都和眾多校友一樣，須要兼顧牧會繁忙的事奉，默默地參

與事奉的，我們都是要抽出，甚至是擠壓出時間，在指定的時限內服事眾校友們。我們期望《牧靈專訊》可

以成為眾校友們和校友會的文字橋樑，讓眾校友們可以透過閱讀《牧靈專訊》，多一點瞭解我們的神學院和

校友會的近況及近期的活動，不知道你，作為浸神的一份子，曾經閱讀多少期《牧靈專訊》呢？  

 《牧靈專訊》十分需要眾校友們的支持，除了經常閱讀《牧靈專訊》之外，踴躍投稿絕對不能缺少，所

以當有編輯委員邀請閣下投稿時，盼望大家都願意爽快答允，並且準時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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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賴學院的眾教職員的協助，和不少校友們踴躍投稿，《牧靈專訊》得以出版了。今期我們繼續有

「教授分享」，佘枝鳳博士執筆和我們分享「肩負那不能肩負的：同行的持久力」。我們大多數校友們都是牧

會的，在日常工作總有機會接觸一些生理上或心理上受到傷害的人士，而當中有不少的服務者，會感到無能

為力，甚至感到委屈落淚、灰心失望、甚至耗盡、疲累等。作為牧師、傳道，或是醫院的院牧，如果沒有好

好的正視震撼對自己心靈的影響，最後若不是全身而退，便是與對象保持情感距離，這些都不是一個事奉人

員應有的態度。佘博士踏上傷健同行之旅已廿載，所屬教會七成信徒有不同類型和程度的傷殘，她以理論配

合實際經驗，幫助我們關注日常的震撼與處理之道。 

 基督徒很多時會有一些困惑，就是肢體之間是否可以將爭執訴諸法庭呢？香港的眾教會須要面對，我

們在牧會的眾校友們也不能置身事外。葉敬德校友今期以聖經的原則與實踐執筆，跟我們分享「上帝國的子

民可否彼此訴訟？」對眾校友來說，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筵席。羅區淑兒校友曾卸下傳道身份多年去當家庭

主婦並在機構服事，現在返回教會牧會，分享她如何「從零開始，重新出發」。以「秋雨」為筆名的一校友

離開在港的牧會及浸神的課程設計和教導工作，投入宣教士的行列，他跟我們分享他的宣教路---十多年宣

教經驗的歡欣、喜樂、讚美和淚水，願意我們都用心細讀。胡文俊校友繼續撰寫「心路歷程」---「絕對」，

跟大家分享他在牧會中常常看見的人生百態，盼望大家可以從中得到幫助。已經從事院牧事工 30 年的林偉

廉校友跟我們分享「牧養的掙扎與成長」；林克龍校友跟我們分享喪親的心路歷程和神的祝福。 

 我們今期有五位校友接受按牧後投稿分享他們的心聲，包括蒙健生校友、江山偉校友、張連生校友、

陳海儀校友、和莊培傑校友。「畢業週年感言」，我們邀得畢業 20 年的王紹良校友和畢業 10 年的王文賢校

友撰稿。校友會詩班前詩班長劉年鳳校友跟我們分享在詩班中的讚美的喜樂。劉健仁校友有血有肉地分享

他的兒子行過死蔭的幽谷的經歷——「我兒恩德的見證」。盼望以上的文章能夠成為眾校友的幫助。 

 《牧靈專訊》會盡量邀請一些校友為一些校友會活動撰寫花絮，今期我們邀得劉秀珍校友之丈夫鍾卓

琪傳道，分享校友會旅行---「浸神校友吐露港遊記」；又邀得顏麗卿校友跟校友們分享去年聖誕崇拜的感想；

蘇美好校友分享「2017 年聖誕崇拜師生同工校友頌主臨」；校友會今年首次舉辦燒烤活動，曾慶忠校友跟我

們分享新春校友燒烤同樂日花絮。眾多活動，內容豐富，盼望眾校友們細心閱讀。今期的「職員的話」由林

頴婷校友分享擔任校友會職員的事奉點滴。 

 《牧靈專訊》每逢有校友按立牧師、工場轉變、需要代禱、重病、安息、班會活動或其他關注事項等，

都會盡量刊登有關消息。每期亦會向眾校友們作出例行的報告，包括：「學院消息」；「校友會報告」；「財務

報告」等，而「宣傳廣告」則讓校友們知道校友會在不久的將來舉辦的活動，當中包括每年 5 月的校友周年

大會、11 月的校友會旅行和 12 月與學院聯合舉辦的聖誕崇拜等等；「相片集」則刊登今期校友活動照片，

因為校友活動照片很多，所以要把加以篩選刊登。有些照片由於印刷版面有限，又有些黑白照片印出時並不

美觀，在這情況下，那些照片便只可在網上版刊登了。 

《牧靈專訊》需要更多校友們給予我們寶貴的意見和鼓勵，好讓我們能夠以「精益求精」的心，繼續

為校友們服務，我們盼望眾校友齊心協力，讓眾校友藉著《牧靈專訊》得益更多，愛主更多，感恩更多。願

神賜福大家讓祂自己得著榮耀。阿們！ 

  



 

  

 38 

 

牧靈專訊   05/2018 



 

  

 39 

 

牧靈專訊   05/2018 

  



 

  

 40 

 

牧靈專訊   05/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