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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一世紀的事奉：
記戴浩輝副院長榮休 

鄧瑞東
 （圖書館館長）

我 1991 年入讀信義宗的道學碩士，1993 年戴博士從
德國學成回來就成為我的老師！ 1994 年我留在圖書館事
奉到今天，所以我每天跟隨戴博士學習事奉已超過四分一
世紀。

戴博士是滿有恩賜的上帝僕人！他的講道、教導和領
導等恩賜是眾所周知的！不但如此，他更是見識廣博，記
憶力超強。

多年前，因在新聞常聽到波斯尼亞、薩拉熱窩，克羅
地亞，科索沃這些時常出現卻又不太知所指的名字。於是
在一次早會後，偶然向戴博士請教。

叫我驚訝的，在短短幾分鐘內，他很清楚將整個南斯
拉夫內戰的前因後果，及衝突的核心與我分享。他見聞的
廣博，記憶力之強（特別是那些我完全陌生的地方名），思
路的清晰，完全叫我五體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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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完成德國舊約博士課程，
開始在神學院事奉

2005 年就任香港信義會監督

都叫大家體會上帝在我們當中，藉祂的
話造就我們的靈命。四分一世紀以來，
學術與靈命結合不是口講，或是理論，
而是戴博士每天的實踐。每天跟隨他在
神學院事奉，他生活和事奉的愛心、關
懷和同行，大大的幫助了我！

無論得時不得時，他都帶領同學同
工立於上帝的聖道，仰賴福音和恩典。
這些年間，無論得時不得時，他都帶領
我們以信心，盼望一同經歷上帝所作的
新事。神學院從日間幾十名學生，發展
到現在 300 多名學生。除了七成的香港
同學，戴博士更把握上帝所給的機遇，
大力開拓及支援中國大陸及湄公河流域
國家的神學教育 ( 如緬甸、寮國、越南、
柬埔寨 ) ！在現在動盪的緬甸，我們就有
超過 100 名校友，在神學院及教會為國
家和教會艱苦努力！

戴博士不單見識廣博，他對舊約
研究又是專注深入。看他舊約研究的文
章，作為圖書館館長，深深體會他是參
考了大量學者的學術文章，消化前人學
者的見解及研究成果，綜合推演又提出
新的觀點。

但他的學術研究不是停留在象牙塔
內，而是最終為牧養教會，傳揚福音！
這是他從上帝所領受的堅持！因此，他
會特別將舊約研究化成《舊約宣講》的科
目，教導和幫助同學以此牧養教會。他
的舊約研究，也是完全融合在他教會行
政，香港教會與社會等科目的教學中。
雖然，他個人是特別喜愛神學院舊約研
究和教導工作，但當 2005 年香港信義會
選了他作監督，他還是以身作則的實踐
神學服侍教會，傳福音的堅持，暫時放
下神學院教導研究的工作六年，專心帶
領教會面對香港的需要！

他的學術與靈命結合，不單見於在
大事上。其實，在他在每天的教學，和行
政會議中，他《信徒箴言》的靈修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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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化雨廿八載
—與戴浩輝恩師一起走過的日子

（1993-1997 年同學）

1993 年，戴博士剛從德國畢業回港，

也是我們這屆同學入讀信神的第一年。

他恍如我們的班主任，他的辦公室門常

開，讓我們可以經常與他傾訴心事。回想

我們住宿的日子，戴博士是我們最認識和

接觸得最多的教授之一。在飯堂用膳時，

或中午，或傍晚，戴博士與師母，以及兩

位千金都會與我們一起共膳。最難能可貴

的是戴博士與我們一起談論聖經及交流事

奉心得。他在舊約聖經研究上十分精湛，

並啟發了我們對舊約的視野；我們那一屆

畢業的同學特別幸福，因為當年戴博士除

了在課堂上教導我們，也經常與我們一起

吃飯、祈禱、分享、甚至一起在停車場跟

他的女兒們玩水戰，飯後常與我們打乒乓

球，間中也打排球。他的興趣廣泛、動靜

皆宜。他是陪伴我們成長的良師好友，我

們也經常在他家中聚會，好像一家人。

黃漢輝博士（本院新約副教授）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
的羊也認識我 ……」( 約十14)

戴博士是教我們舊約概論的老師，
當時他的講義是手寫的，十分整齊；他分
派學生在每一課堂中負責寫一次撮要，以
致每次上堂都好緊張，特別當輪到自己的
時候。戴博士告訴我們，他用的內容來自
W.H. Schmidt,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1984)，後來我也買了這本書。基本上，
戴博士的教學開了我的眼界，與教會所
知或我看的書都有所不同，我開始被德
國的聖經研究所吸引。現在回想，戴博
士對我有兩大影響：(1) 他為我帶來了德
國的聖經研究世界，令我想繼續鑽研；
(2) 雖然戴博士的聖經研究來自德國的訓
練，但他也是一位很熱愛教會和充滿牧
者心懷的學者，從戴博士身上是可以看到
他的教學與牧職是相輔相成。在上戴博士
的課一個深刻印象是他在課堂開始前都
以《信徒箴言》作靈修，每每在幾分鐘內
便帶出大道理，此乃功力之所在。當後
來戴博士也成了香港信義會的監督的時
候，更可以想像到他的生命造詣是學術與
信仰是相互協作的，成了牧人的大牧人。

文章整理：林雪文博士
（本院臨床心理學及輔導學副教授）

1997 年牧職神學學位畢業班同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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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英牧師（道聲出版社社長）

如果你曾經是戴博士的學生，尤其
是修讀希伯來文的學生，就一定懂得唱
這首希伯來詩歌詩 133(http://bit.ly/hin-
neh)，歌詞是詩篇 133 篇 1 節。當戴博士
手拿結他，投入地彈奏，投入地唱，同
學們肩並肩地又拍又唱又跳，此情境至
今仍記憶猶新，深深感受在主愛團契中
的美好。我曾有機會為戴博士把手寫課
堂筆記整理為電子檔，參與這獨特的校
園服事，及後更能參與為他出版書籍，
令我感到很榮幸。一直以來不論在牧會
時或在道聲服侍，都有他在學術上和靈
命上的支援和關顧，實在要由衷感謝，
也要獻上感恩。

謝耀揚牧師（聯合醫院主任院牧）

令我十分深刻的印象是我於 2003 年
作醫院牧養探訪時，意外感染了世紀致
命疫症—沙士。經三星期住院治療，及
後康復，得悉在那患病日子，承蒙多方
好友同道，懇切為我禱告，以至能脫離
死亡。其中就是戴博士在我入院初期，
已在神學院的早會中，通報我不幸中招
的消息，並發起同學們為我禱告；更寄
語詩篇 91 篇「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
是白日飛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雖有千人仆倒在
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
得臨近你……」祝福我和我的家庭，於
千鈞一髮間，免於不幸。今天我仍可被
神使用，在醫院群體間實施牧養關懷，
戴博士委實居功厥偉。當年戴博士還在
我的按牧典禮中，囑咐我要成為忠心良

善的管家，牧養群羊；晚生一生受用。
戴博士牧師可說是我的再生恩師，不只
在教導上，更是在牧關上。

林朝暉牧師

（Divine Encounter Ministry Director）

我自己最印象深是 1998 年，我父親
突然在內地心臟病逝世，當時籌備喪禮
只有三天，而且在內地，我沒有期望有
很多弟兄姊妹能參加，但戴博士是其中
一位能來參與。他第一句問我「朝暉，
有沒有人為你爸爸主持喪禮？」我疑惑
的説「我在內地不認識人，所以我打算
自己主持！」戴博士説「我來幫你，我
印咗詩歌啊！」。於是我就坦然接受及一
無掛慮的渡過憂傷。當時，我父親的同
事對我説，雖然他們不是基督徒，但他
們對詩歌非常感動。這件事，我銘記於
心，在我最憂傷和困難時，戴博士能扶
我一把，非常感謝神。

我們這屆同學為到戴博士榮休感恩，

願恩師踏上人生新里程，繼續為主發光發

熱，成為更多人的祝福。願主賜福戴博士

身康靈健，桃李滿門！

戴博士一家與學生 :（左一：謝耀揚牧師    左二：林朝暉牧師 
左四：林雪文博士   左五：梁美英牧師    右一：黃漢輝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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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義宗神學院

1955 出生。廣東番禺人。
1979 信義宗神學院宗教教育學士畢業
1985 信義宗神學院道學碩士畢業
1986 與伍笑艷姊妹結婚
1987 作為信義宗神學院儲備教授
 被差往德國進修
1993 獲慕尼黑大學神學博士 ( 舊約 )
1993 信義宗神學院助理教授
1996 信義宗神學院副教授
2004 信義宗神學院教授
1998-1999 信義宗神學院代院長
1996-2002 信義宗神學院副院長
2012-2016 信義宗神學院教務長
2016-2021 信義宗神學院副院長
2021 信義宗神學院榮休教授
 
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1979-1987 信義會葵盛佈道所
 (1983 改名葵恩堂 ) 事奉
1985 受牧師職
1999-2005 信義會副監督
2005-2011 信義會監督
2005-2006 道聲出版社社長
2009-2011 道聲出版社社長
2020 獲頒 40 年長期服務獎

現任 信義會董事
 道聲出版社總編輯

曾任 海外宣教部部長
 大眾傳播部部長
 牧師團神學及禮儀小組成員
 章程修改委員會委員
 元朗信義中學校監
 宏信書院校監

戴浩輝博士事奉歷程記要

3. 信義宗及全教會

2005-2009 香港信義宗聯會會長
2007-2009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副主席
2009-2011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
2013-2016 世界信義宗聯會 (LWF） 
 聖公宗與信義宗國際協調委員會委員
2017 教會改革運動 500 周年紀念聯合崇拜講員
2020 港九培靈研經大會講員

曾任 香港聖經公會〈和合本〉修訂版審閱員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校董

曾應邀到國內及國外多間神學院講學，例如南京金陵
協和神學院和馬來西亞沙巴神學院等等。

4. 著作選錄

Prophetie als Schriftauslegung in Sacharja 9-14  
德文 (1996)

《智慧文學導論》（2008）

《三代經課講章系列：舊約》( 編著 )
 《應許之約》甲年 (2004)
 《新的創造》乙年 (2006)
 《盼望之源》丙年 (2009)

《三代經課講章系列：福音》( 合著 )
 《愛的教導》甲年 (2014)
 《愛的服事》乙年 (2020)
 《愛的拯救》丙年 (2016)

《以西結書 一～二十四章：生命載道的守望者》 (2020)

戴浩輝博士將於本年六月榮休。校本部及延伸課程部感
謝戴博士對課程發展的貢獻及培育學生扎根信仰。願主
賜福戴博士之後的事奉，繼續為主發光，榮耀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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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差遣禮分享

張愛思 (M. Div. 3-yr)

出席差遣禮帶給我
「意想不到的感動」，紅色
繩索意義深遠，讓基督帶
我走到祂要我去的地方，
我只有順服和跟隨。這是
我平常都已知道的教導，
但藉著實物，讓我感受到
那種「必須順服，跟著主
耶穌」的強烈感受：我沒
有選擇，因為我也不打算
除下這條維繫著我與基督
之間的連繫，因此，我只
有「跟從和順服」，但基
督並不是撇下我，而是領
著我走，這種「不可分
離」感帶給我無比的榮
譽，感謝主。

王聳聳（M.A.）

這次差遣禮非常感
動。藉著差遣禮，聖道充
滿整個過程，並再次洗滌
即將畢業，每位同學服事
的心。最感動的是差遣禮
的環節，很多同學都流下
了眼淚。在山上兩年的學
習生涯，和今日的差遣
禮，再次的服事不是為了
自己，乃是為了神；不是
符合我的期望，而是神你
要差我去哪裡都可以。感
謝學院和崇委、籌委、學
生會及校友會的安排和
幫助！

杜美玲 (B.Th)

回看整個差遣禮的照
片，總發現同學們拭擦眼
淚的照片。雖然戴著口
罩，但還是清晰看見每一
張熟悉的臉孔，真誠、真
摯的眼神。

眼淚，不是傷心的眼
淚，乃是感恩、感激、與感
謝的表達。感恩天父上帝
的呼召與帶領及保守，讓
我進入神學院學習並為祂
所用；感激老師們的愛護
與教導，讓我愉快學習並
成長；感謝同學們默默在
旁同行、服侍與禱告，讓
我更深體會互為肢體的美。

願一切頌讚榮耀歸予
三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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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儀 (B.Th)

傳承信義宗一個叫人
感恩、感動的傳統—差遣
禮，是為這群準傳道人打
氣及勉勵，也送上真摰的
祝福，實在叫我雀躍和感
恩的事。當差遣禮時，牧
者把一條紅色綿繩帶在我
的腰上，意即作基督的僕
人，即是我奉召被差遣走
進人群中間，是責無旁貸
地肩負之使命，願全然獻
上事奉上帝。

簡麗恩 (M. Div. 3-yr)

三年來每天都在明節
堂的十架前，以禱告開始
一天的學習。但差遣禮的
一刻，當我走在熟悉的長
廊，與十架上的主面對面
時，主的聲音隆隆震耳，
我的心在震，腳也在震。
那是呼召的聲音。

世界在崩壞，但主
差遣我們此時此地進入世
界！就讓我們在崩壞中，
穿起屬靈軍裝去宣告那不
能震動的國。

溫詠詩 (M. Div. 3-yr)

差遣禮上，緊繫腰間
上的二個繩結，自己代入
就是信神的 DNA：律法
與福音，要銘記於心盡忠
傳揚！回望真的不配，卻
領受了很多主愛與恩典，
感恩的心是服侍的動力。
雖然在工場已經有一段日
子，求創始成終的神保守
自己一直走到底。

劉文昇 (M.A. 2-yr)

差遣禮中收到了學生
會的禮物，一塊白色的晶
石上面寫著 Christ，（象
徵鹽，還是本身就是一塊
岩鹽，我不敢用我的舌頭
去試味！）另外配上很閃
亮的燈，很特別也有意
思，在漆黑的夜裏，提醒
我在世上作鹽作光！

李潔玉 (M.A. 2-yr)

接受差遣是如此莊嚴
認真，同學們又憑什麼接
受差遣？ 腓立比書 4 章
的經文，不斷在我心中回
響：「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
的，凡事都能作。」「上帝
必照他榮耀的豐富…使你
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依靠上帝的人有福了。

楊聯濤 (D. Th)

經過多年的事奉，
再次參加差遣禮，感慨萬
千。多年的事奉，諸多虧
欠，但主仍未放棄我，仍
激勵我再次出發。畢業後
將面對新的處境和挑戰，
何去何從，充滿惶惑和
憂懼，當在我說出“我願
意”的那一刻，我的信心
得重整，對主必帶領的前
程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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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黛玲 (M. Div. 3-yr)

今天參加神學院的畢
業生差遣禮，禮儀中畢業
同學一個一個排隊到台前
接受老師祝禱。老師在我
們腰間繫上紅繩，表示我
們被差遣出去作僕人的工
作，整個程序莊嚴有序，
十分感動！感謝主的呼
召，讓我在神國的服侍上
有份。

莊詠欣 (B.Th)

此時此刻，我深深
感受到人於上主面前沒什
麼可以誇口，由蒙召到被
差遣，全是恩典。由始至
終，不是我們揀選上主，
而是上主親自揀選我們。
求主賜福我們一眾畢業生
能於這世代中堅守信仰，
忠心事主。

Teerisara Wuimae

 (M. Div. 2-yr)

Exodus 3:7-12; 
Isaiah 6:8

The Lord said, “I have 
indeed seen the misery of 
my people. I have heard 
them crying out because 
of their slave drivers, and I 

“Here am I. Send me!”
Serving God’s people 

is a great ministry task that 
we have been commanded 
by the Lord.  No mat ter 
wha t  we  have to  face 
on the way, the Lord has 
promised to be with us 
forever. The road ahead 
may be full of obstacles, 
tears.  But don’ t  forget 
our God is greater than 
anything. Be confident in 
His promise, be still and 
know He is God.

am concerned about their 
suffering. So I have come 
down to rescue them from 
the hand of the Egyptians 
and to bring them up out 
of the land into a good 
and spacious land…So 
now, go. I am sending you 
to Pharaoh to bring my 
people the Israelites out 
of Egypt.” And God said, 
“I will be with you…” The 
Lord said, “Whom shall 
I send? And who will go 
for us?” and Isaiah said, 

許紹恒 (M. Div. 3-yr)

紅繩
被捧著，被交付，
被束上腰間
它沒有主權，
一切只憑那手持它的人的意思而行
顏色鮮艷搶眼，
竟然能刺激到人的淚腺
我把它與畢業袍放在一起，
為要提醒我：「牧職、學術，
是上帝給我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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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畢業於愛修園國際領袖學
院，感謝母會馬灣基慧堂接納我成為宣教
師。成為教牧不到一年，已深感自己各方
面不足，需要接受更全面的神學裝備。感
恩得到神學院接納我入讀道學碩士，轉眼
間已過了三年半，今年六月我將正式神學
畢業。回顧過去幾年，實在感恩不盡！

2017 年我加入學院成為兼讀生，第
一個學期末，我不慎意外跌斷髖關節，
手術後需休養，感謝兩位老師容許我下
學期初以錄音上課，後來更有同學借輪椅
給我，讓我可以回校上課，甚至有一次
院牧親自接載我回家，令我感動不已！

為了追回原定的進度，第三個學期
我決定選修四科，雖然過程極為艱辛，
感恩還算順利過渡。經過上學期的「教
訓」後，第四學期我決定只修希伯來
文一科。這科由外籍老師教授，而且幾
乎每週小測，對我來說簡直是記憶大考
驗。幸好有年青同學一起溫習切磋，大
家齊上齊落，因而建立了一群共同「出
生入死」的好朋友。

2019 暑期參加為期兩週的沙巴短宣
體驗，擴闊我對跨文化宣教的認識，也

享受與同學彼此服侍的美好經歷。漫長
的四個學期過去後，感覺到畢業遙遙無
期，經過禱告和諮詢長執後，決定減少
工作節數，轉為全修生，希望盡快完成
學位。2019 年上學期，我享受了全面的
校園生活。好不容易完成一個學期，不
料下學期開始疫情，大部份時間改為網
絡授課，雖然未能實體學習，反而讓我
有更多時間在家完成作業。

感謝各位師長悉心的教導，這幾
年學習擴闊了我的視野，豐富了我的生
命。課程讓我掌握了釋經原則、講道
技巧和神學學習方法，涉獵了靈修學、
輔導學、系統神學、教會歷史等不同科
目，深感學無止境，需要終身學習。作
為教牧，更需要持續進修，自我增值，
願學以致用，能更有效事奉上帝、服侍
他人。

邁向畢業之際，我懷着興奮的心情
迎接新的一頁。七月起我會返回母會，
全情投入服侍，願與一眾畢業同學抓緊
上帝的呼召，同心回應主耶穌的大使
命，傳揚福音，訓練門徒，活出使命人
生，榮歸上帝！

畢業有期學無期   吳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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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讀新約
劉榮佳牧師
（客席講師）

回想起初加入教會，已經對聖經的
話語有一份渴慕及追求，隨著靈修及事
奉的需要，從教主日學開始，就令我對
聖經研讀產生一份濃厚興趣，但在想更
深入認識了解的同時，經常遇到一些難
明的課題，驅使我不斷嘗試去尋求和學
習，加深對經文背景的認識。

今天嘗試以《馬可福音》12 章 18-27

節有關耶穌在進入耶路撒冷後，在聖殿
內面對不同的猶太人的群體的挑戰的記
載，而這段經文是有關撒都該人問耶
穌有關復活的問題：「撒都該人來見耶
穌。他們說沒有復活這回事，於是問耶
穌」(12:18) ；如果我們要了解這段經文
的背景，其中首先會問哪些人是撒都該
人？我們知道，在舊約中並沒有提過這
種人，只有在新約中才有記載，他們的
主要持守的信念是沒有復活 ( 馬可福音
12:18/ 馬太福音 22:33/ 路加福音 20:27/

使徒行傳 23:6-8)，然而在新約聖經中只

是強調他們不信有復活，或者記述他們
和法利賽人對復活有不同的看法，但有
一位猶太史學家約瑟夫卻在他的著作中
提到撒都該人、法利賽人和愛色尼人是
在耶穌時代的猶太教之三大宗教派別。

然而，撒都該人用以為難耶穌的問
題，是從《申命記》25:5-6 有關律法上
的規定：「兄弟住在一起，若其中一個死
了，沒有兒子，死者的妻子就不可出去
嫁給陌生人。她丈夫的兄弟應當盡兄弟
的本分，娶她為妻，與她同房。婦人生
的長子要歸在已故兄弟的名下，免得他
的名在以色列中塗去了」，撒都該人嘗
試以一個貌似虛構故事作論據去難倒耶
穌，從而看到復活這事是沒有包含於摩
西的律法中。

這故事內的七位兄弟，先後去世，
而按照摩西的律法，讓長子能有後嗣，
這位婦人先後成為七位兄弟的妻子；在
今天新約的讀者都會感到疑惑，究竟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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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該人提出這個令人廢解的故事，背後
的原因和來源是什麼？在此筆者不想進
入深奧的學術討論，只是介紹兩卷被稱
為「次經」的經卷，《馬加比二書》第
七章中有關殉道的故事，七位兄弟在一
天內被殺，其中亦暗示他們將會復活；
而另有一經卷多比傳，亦記載一位受咒
詛的婦人，所有她七位新婚的丈夫都在
結婚的那天晚上死去：「我曾把她許配
過七個丈夫，都是我們的弟兄，可是他
們全都死於要進去和她同房的那一夜」
（《多比傳》7:11)，直到天使把魔鬼的咒
詛打破為止。

這樣看來，新約聖經中有許多的背

景和詞彙，讓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作者是回
應當時對上帝的救恩和以色列民族的復
興的期望，使讀者認識復活的基督是怎
樣把舊約的信仰，在祂身上彰顯出來，
就如在以馬忤斯路上耶穌向門徒解釋聖
經的方法一樣。各位兄姊，只要我們願
意多去認識，豐富我們對新約時代的信
仰群體的認識及他們如何在傳統中，期
盼等待上帝的救贖，耶穌就在他們中間
親自活出上帝的救恩。願望我們能好像
當年的門徒般，從瞎眼拒絕接受，進而
認識主耶穌的身份，願意一生跟隨衪，
我們就能得到聖經而來的啟迪，堅固我
們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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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博士告別演講

教授動態

 何善斌博士受邀請，在 5 月 6 日作基督教協進會《從新約看衝突》
線上講座的其中一位講員，題目《從新約看衝突 : 保羅書信的啟
迪》。可在線上重溫。

殷兆威牧師與訪問團合照

 何善斌博士應邀到香港電台第五台分享《牧者的培育，牧者的生
活》，分享本院的神學教育理念與特色。可在網上重溫收聽。

學院動態

 院長、副院長及三名總監（何善斌博士、曾
浩賢博士及林雪文博士）於 2 月 24 日前往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商討合作機會。

聖士提反堂葉錦輝牧師（右四）及蔡樂媚牧師
（右一）與訪問團合照

活動掠影

救恩堂姚健偉牧師與訪問團合照

2021 年黃德榮教牧學講座

 當天也探訪了聖公會聖士提反堂及基督教
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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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愛群清真寺暨林士德伊斯蘭中心

校   園   消   息

Circle Painting

校內羽毛球比賽

到訪嘉賓

 芬蘭差會於 5 月 3 日到訪本院，討論
合作事宜。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於 5 月 7 日
到訪本院，分享「福音戒毒」培訓事
工的計劃。

活動重温

 周年聖樂崇拜

宣關小組派發單張

2021 獻身營「逆．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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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消息 

 校友會定期舉行逆中同行祈禱會，透
過彼此分享、祈禱與校友一起同行。
下一次將於 6 月 28 日舉行，對象為
第 35 - 39 屆畢業生。

校友消息 

 校 友 成 金 强
（2017 年道學
碩士）於 4 月
25 日在肇慶市
端州堂被按立
為牧師。

支持．代禱

 本屆畢業感恩崇拜將於 6 月 6 日（日）
下午在禮賢會九龍堂舉行，讀經日
營將於 6 月 26 日（六）在本院舉行，
求主保守活動在疫情下順利進行。

延伸課程部消息

 【學 · 無界】無地域界限的網上神學體
驗（第三期）將於 8 月 18-20 日（三
至五）晚上 8:00-9:30 推出三堂課，
分別由黃漢輝博士主講「研經有秘
笈」，趙慧德牧師主講「教會年與靈
命塑造」和胡健斌博士主講「鐵血
雄鷹—德國傳教士與香港教會的建
立」。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費用
全免，名額有限。詳情請參閱相關海

報，查詢請致電 26911520 聯絡李玉
成弟兄。

 李文祺校友（2015 年基督教研究碩
士）於 4 月 25 日獲聖公會按立牧師，
願主賜福帶領！

 利永行同學（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的
父親於 5 月 10 日主懷安息，求主安
慰利同學及他的家人。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

 感謝主！新一期 實習輔導計劃已展
開，所有實習輔導員均通過嚴格評估
合格，並在臨床督導指導下提供輔導
服務。

 本院輔導課程學員經過相關輔導訓
練，在督導指導下，舉辦心靈成長小
組，歡迎各教會及機構邀約合辦。

 專題講座「長病！難顧？如何與長期
病患者及其家人同行？」暨「助己助
人－同行者輔導證書」課程簡介會，
已於 31/3/2021 順利完成。是次短片
亦分別於 22/5 （六）10:00pm；23/5
（日）8:00pm；28/5 （五）2:30pm 三
個時段，在創世電視播放，也歡迎於
本院 YouTube 頻道收看重播。

 成長中心與基恩敬拜將於七月三十一
日舉辦「更新我心」退修半日營。

 專為牧者及神學生而設的「服侍牧
者」計劃已推出。

 聯絡方法：
 WhatsApp : 9812 5800
 電話 :2111 0172    電郵 : clc@lts.edu



租    借    校    園

退修   婚禮

信義宗神學院環境優美，位處道風山之巔。登臨於

此，令人讚嘆上帝創造之美麗，校園各處遍佈靈性啟

迪，是洗滌心靈的理想退修場所，又是香港合法舉行

婚禮之教堂。校園開放予教會、機構及主內弟兄姊妹

租借（暑假六月中至八月中可申請舉行退修營會）。

歡迎聯絡

李小姐或劉小姐查詢

2691-1520 
booking@lts.edu

會員教會
享折扣優惠

除直接寄支票到本院外，亦可用以下奉獻方法：

1.  直接存入信義宗神學院

 「大新銀行」040-645-701-23889 或

 「匯豐銀行」004-106-002330-001

2.  「轉數快」 開啟手機內的銀行應用程式後，

  在收款人欄上輸入：

  epay@lts.edu 或 91895730

3.  PayMe 用手機掃描下面的二維碼

奉 獻 支 持

信 義 宗 神 學 院   神 學 教 育 事 工

用方法 1 至 3 奉獻後，請將奉獻者全名、電話、地址
及奉獻金額電郵至拓展部 development@lts.edu，
以便發出奉獻收據。

信 義 宗 神 學 院
二零二一年二月及三月份收入與支出表

收入	 	 支出 

個人奉獻 $389,412.06  薪金、強積金 $2,330,204.80

教會奉獻 $504,939.38 水、清潔、電話費 $6,296.50

學費 $332,369.00 電費 $53,778.00 

學生宿費 $12,700.00 膳費 $45,092.50 

學生膳費 $16,800.00 差餉 $3,467.00

租借校園 $167,200.00 印刷 $8,436.73

膳費 $0.00 校巴 $23,593.76

利息 $14,950.12 延伸課程 $15,179.00

印刷 $21.00 設備 $8,486.64

會員教會津貼 $0.00 郵費 $849.00

差會津貼 $12,269.23 差會助學金 $12,269.23

延伸課程 $50,750.00 圖書館 $17,832.30

其他 $29,422.60 維修費 $13,528.70

  學費優惠 $7,128.00

  其他 $86,708.43

 $1,530,833.39  $2,632,850.59

虧蝕 （$1,102,017.20） 

 $2,632,850.5  $2,632,85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