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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相處，容易產生比較。良性的比
較，可轉化成動力，成為正能量，使事情有進

步、有改善，從而使結果更好！相反而言，惡性
的比較，則轉化成負能量，動力銳減，更帶來破

壞與拆毁，結果當然是不好的。深究而言，兩者皆
因嫉妒而矣！
故此，嫉妒是不可輕看的！我們該如何認識嫉妒？
曾經有一個例子：話說教會內某位執事是一位熱心

事奉的肢體，可算是教會在艱難時期，他付出了不少，亦
為他帶來不少的欣賞和感謝，備受尊敬的一位資深執事。
久而久之，他任執事多年，甚至有份培訓新執事。古語有
云，長江後浪推前浪，其中一位年青的執事，他因那執事
的表現，而心裏羨慕，激發他想超越那執事。後來他的事
奉及委身，深受別人欣賞，怎不知！帶來與那位資深執事
相比較，自始，教會起了一場無形的分裂與鬥爭，帶來
不和諧的氣氛，兩者都皆因有不同的嫉妒。最終透過牧
者的介入，按着聖靈的引導，使兩人獲得修補，彼此
互能合作，繼續為主服事。

另一個例子：教會內有兩位幹事，一位是
負責行政文書等工作，另一位則負責福音事
工的計劃與執行，原本兩者的工作是互不相

嫉妒的正與負
梁溢敏牧師 

1



2信義宗神學院通訊 第185期 2021年 9 月

經百戰的王，勝利無數。但
有一次他打完仗回來時，當

群眾夾道歡呼
他凱旋歸來，
說：「掃羅殺死
千千，大衛殺
死萬萬」，他就
不高興了。因
為群眾稱讚大
衛過於掃羅，

自始掃羅便「嫉妒」大衛，甚至要找機
會剷除大衛，免得成為將來的威脅，這
「嫉妒」是帶來負能量及仇恨的果效。

既然「嫉妒」有正面，也有負面，
我們應怎樣面對它呢？

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有這樣說：
「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 腓 2:3 下 ) ，乃是提醒我們信徒要學習
謙卑，不要自大，以為自己是那強者；然
而亦不要自卑，不敢說出自己的見解。面
對「嫉妒」時，只要透過坦誠的表達，
互相尊重，那怕因第三者的評頭品足，
將你們作比較，誰高誰低、誰對誰錯，
只要你們之間有良好見証與溝通，定必
達至和諧效果，解決箇中問題與分歧。

最後以「我憑着所賜我的恩對你們
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
照着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
乎中道。』」( 羅 12:3) 作結。神要我們處
事都要合乎中道，不要偏袒某一方。「嫉
妒」的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每個人都
會遇上，問題是我們如何面對！讓我們
按神所賜的智慧去對待「嫉妒」，甚至可
善用它發揮正能量，而不由它去轉化為
負能量。

干的。但其中一位
很留意別人怎樣看
她的工作表現與果
效。當教會牧者與
行政幹事安排工作
時，另一位很着意
為甚麽沒有份兒參
與，心裏動了懷疑
的心，是否自己有
甚麽不妥！更漸漸
起了不滿及嫉妒的心，不但對另一位幹
事不和，更不信任及順服教會牧者的帶
領。後來她坦誠分享內心的掙扎，知道
自己的信心不足，容易與人比較，起了
嫉妒的心。最後透過溝通，化解了心裏
的不安，嫉妒的心漸漸淡化。

以上兩者都是由於嫉妒而起。「嫉
妒」一詞在希伯來文的意思是指嫉妒、
羨慕、熱心等，是一種強烈的情緒表達，
這種情緒可發展成正面或負面的後果。
「嫉妒」帶來的正面：在舊約中有記載以
利亞在何烈山上遭王后耶洗別的追殺，
事緣因以利亞恨惡邪惡，他說：「我為耶
和華－萬軍之上帝大發熱心，因為以色
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
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們
還要追殺我。」( 王上 19:10) 而他素來是
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親吻巴力的。「大
發熱心」希伯來文的意思是「嫉妒、嫉
妒」，兩個連續強調「嫉妒」。可想而
知以利亞是因着耶和華極力「嫉妒」罪
惡，就是對邪惡的嫉妒，這「嫉妒」是
帶來正能量的果效。

「嫉妒」帶來的負面：在舊約中有
記載第一位以色列王掃羅，他可算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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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柱石博士

1 帕羅特著；匯思譯 (2000)。與難纏人共舞。香港 : 天道， 頁 167-183.
2 Latimia, C. M. (2020). What Jealousy Is Trying to Tell You. Psychology Today. Retrieved at 2020/08/18 https://www.

psychologytoday.com/us/blog/intense-emotions-and-strong-feelings/202006/what-jealousy-is-trying-tell-you

損人不利己

在《與難纏人共舞》一書中，作者帕
羅特 (Les Parrot) 列出了 14 類很難相處的
人。這位西北大學心理學教授及牧師指
出嫉妒型的人，心裡不斷翻騰不休，從
前羡慕心情不知何時變壞了！兩者的分
別是：羡慕是一種善意的渴望，但嫉妒
卻是一種惡意的情緒，它帶有侵略及攫
奪的意欲。1 聖經人物給了我們不少的例
子，該隱與亞伯、雅各和以掃、利亞與
拉結及約瑟與他的兄弟，結局往往是傷
害，甚至是置予死地的陷害及謀殺！撇
開結局如何，帕氏點出妒忌的人跟被妒
忌的人同樣痛苦。既然損人不利己，那
麽，這黑暗的心情何來？

嫉妒心理說

剖析嫉妒者的心態，我們會想它可
能是人失落後的一種心理補償。與其說
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妒忌者常以指責
或憤怒、吹毛求疵或自憐的形態出現。

心理學家亦相信嫉妒與性格有關係，譬
如低自尊、焦慮感重、缺乏安全感、害
怕被遺棄、高依賴及依附感重的人較容
易產生嫉忌的心理情緒。根據心理學家
琳美亞 (Mary Lamia) 的解說，妒嫉情緒
源自人的恐懼，他們擔憂一些潛在的損
失 potential loss；它亦是人羞愧的後遺
症，特別當人意識到其所愛及珍惜的
人、事物或關係被分隔 disconnected 或
受威脅，尤其在比較的情況下凸顯相關
的損失時，人會用不同的防衛機制或情
緒反應例如抽離、攻擊自身或他人作出
對應，目的是希望減低一己的焦慮感。2

若是如此，除了明白妒忌的傷害性及負
面心理元素外，我們亦應關心這情緒反
應背後的警號是什麼，知道每個情緒都
在揭示人內在外在或心理的需要時，我
們才能有效的化解妒忌的反應。

嫉妒與聖經

從信仰的角度看，魔鬼往往利用妒忌
來教人跌倒，因它可讓任何人跌倒，它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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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的化身，例如忿
怒、逞強、貪婪、自
憐、怨毒、吹毛求
疵或自私等等令
信徒跌進陷阱或
犯罪的網羅。嫉
妒的傷害可比咒
詛更刺骨，比憤
怒更漫長及煎熬（箴
27：4）。歸根究底，人的
心被自私及世俗的驕傲蒙蔽了，
正如雅各提醒「你們心裡若懷著苦
毒的嫉妒和紛爭，就不可自誇，也不
可說謊話抵擋真道。 這樣的智慧不
是從上頭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慾的，
屬鬼魔的。 在何處有嫉妒、紛爭，就在何
處有擾亂和各樣的壞事。」( 雅 3：14-16)

縱然基督徒今生不能完全避開那些
不義及招惡的妒忌心情，但是要遠離這
嫉妒的試探，信徒應學習用上帝的愛去
取代那懼怕、自卑、和被拒絶的恫嚇，
因為「愛裡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
懼怕除去 …」( 約壹 4：18)；他們亦要
以基督救贖的大能讓一己被驕傲轄制及
怒恨的心得著釋放和真自由 ( 參约 8：
36)；信徒應與基督的生命連結，聖靈所
結的果子當取代人脆弱的心或被別人遺
棄及腐朽的舊我性情；並能夠以感謝和
喜樂去療癒人內心深處的埋怨和不被愛
的遺憾或錯覺 ( 參箴 17：22)。

走出嫉妒的苦澀

不少人被妒恨的苦惱及情結糾纏一

生，有人因嫉忌爭勝以
致失去了真摰的友
情、有人因嫉妒
他人的成就而
轉成傷害的惡
念，甚或作
出惡行；亦
有人終生將嫉

忌與自憐捆綁，
常常以投訴埋怨及自責

度日，做成情緒及心靈的傷
痕或疾障。在輔導個案中看到

兒女曾經因父母偏愛，而產生與
兄弟姊妹及家庭間的極大矛盾及

苦毒，個人蒙受長期精神困擾之外，更
是終身抱著被遺棄的心理枷鎖生活。知
道對付嫉妒的心情不能停留在自身屬靈
的洞見及改變；在對應方法上，帕羅特
更鼓勵我們學習如何跟妒忌的人相處。
並不選擇避走為他們，亦不採用以眼還
眼的方法，而是透過自省，先檢視一己
的動機作為起點，更要為被嫉妒轄制或
加害的人禱告 ( 參太 5：43-44)；其次，
若有機會，應可鼓勵對方尋找到可以被
接納及安全的群體重新相處，在健康的
社交環境下，慢慢學習坦誠信任及不爭
競的對待，因嫉妒帶來的傷口亦可以漸
漸得到化解及復癒。當然，更需要是我
們是否願意與這些不可愛的人同行，以
基督賦予我們寬恕的心懷去接納、肯定
和關愛他們。雖然說易行難，但嚐過上
主無條件的愛，我們總要盡心盡力去學
習愛；在恩典下，嫉妒才能徹底在人心
中除淨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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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勝嫉妒
比喻，都是源自於與人作比較，在不自覺中

視對方為自己的敵人，讓嫉妒的心，遮蔽了

原是我們的弟兄姊妹和家人。嫉妒還會萎縮

我們感恩的心，忘記上主賜下的種種恩典。

嫉妒可會輕而易舉地令我們對神、對人、對

世界產生敵對的關係。作為信徒的我們需要

時常謹慎地覺察自己的心思行為。親愛的，

所以我們要宣告：我們是屬上主的兒女，我

們要緊記常存知足感恩的心，因為這些是無

人能取奪的屬天福氣。
上述所舉的聖經例子，讓我們覺醒

家中的嫉妒，可以是離我們那麼近，亦不
自知地伴隨我們成長。因為嫉妒的心是內
藏著，別人未必知道，但是我們隱瞞不

過上主。在今天的大環境中，你的假想

敵是誰？「家」也許對我們各人都有不
同的詮釋，此刻在你心中浮現出的「家
人」會是誰呢？聖經的教導能多方提醒
我們的心思言語行為，在這彎曲罪孽的世
代中，要好好讀聖經，時常反省，在真
理的栽種下使我們能夠堅定不移地持守
真理，免得我們在無知中得罪上主。你
願意交給上主為你處理嗎？願主祝福你。
• 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

亂和各樣的壞事。（雅三 16）
• 我們若靠著聖靈而活，也要靠著聖靈

行事。不要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

相嫉妒。( 加五 25-26)

王紫韻教士

在普世宗教中，罪經常被看作是「違

法」或「背約」；基督新教卻從另外一個角

度看，罪有彰顯上主的救贖與恩典的作用，

並且於人與人，或人與神的關係有直接影

響。因為人被私慾誘惑、背離神意，罪就因

此而生。照羅馬書說，死是從罪而來的，於

是死就臨到眾人。

研究希臘神學及哲學的修士埃瓦格里

烏斯．龐帝古斯定義出八種損害個人靈性

的惡行；至六世紀後期，教宗艾文略一世

將那八種罪行減至七項罪行；到了十三世

紀，道明會多馬亞奎拿神父按照天主教教

義中的「按若望格西安和教宗額我略一世

的見解，分辨出教徒常遇到的重大惡行」，

提出了現在所說的七宗罪。「重大惡行」

在這裏的意思在於這些惡行會引發其他罪

行的發生。如本月刊的主題：如何克勝嫉

妒。在談如何克勝之前，我們更需要正視

嫉妒與我們的距離有多遠。

在聖經中不難發現嫉妒會摧毀我們

屬靈的眼睛，看不見上主的心意的記載。

耶和華喜悅亞伯的供物，哥哥該隱因

此而滿心嫉妒，最終走上骨肉相殘之路。約

瑟得到父親特別的寵愛，加上他作王的夢，

激怒起兄弟們之間的嫉妒，隨後惡化成被兄

弟殺害的對象。浪子的兄長因與弟弟比較家

財和地位的多寡，心中恨意和嫉妒由此而

生。該隱、約瑟、浪子，聖經中三個嫉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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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成為

承載「寶貝」的「瓦器」 黃漢輝博士
本院新約副教授

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為要顯明

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上帝，不是出於我們。8

我們處處受困，卻不被捆住；內心困擾，卻

沒有絕望；9遭受迫害，卻不被撇棄；擊倒

在地，卻不致滅亡。10 我們身上常帶著耶

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在我們身上顯明。
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常為耶穌被置於死

地，使耶穌的生命在我們這必死的人身上

顯明出來。12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運

作，生卻在你們身上運作。(林後4.7-12)

當讀到這段經文，或許讀者都想擁
有保羅所說的「寶貝」(treasure) 蘊藏在
自己的生命中，以面對日常生活帶來的
挑戰。留意保羅說這「寶貝」不是存放
在華麗的保管箱之內，而是被置於「瓦
器」(clay jars) 之內。保羅在提摩太後書
2.20 裏也提到「瓦器」，指的是以「瓦
土」作的簡單承載器皿，在這裏帶有
並非金或銀所造、不是貴重的器皿的意
思。回到哥林多後書 4.7，保羅在這裏使
用「瓦器」一詞，似乎沒有這個較「卑
下」(lowly) 的含意，而是要突出其特質
那「脆弱」(vulnerable) 的一面。

「脆弱」或「示弱」( 讓人知道自
己的「脆弱」) 似乎不是今天的潮流。不
論在專業的領域中，在商業的往來上，
甚至在教育機構的形象表達在內，包括
神學界，也不忘 [ 顯 ] 示出最強的一面
以爭取市場上的最大一杯羹。誠然，在
上一世紀初起，在人類的發展和科技不

斷進步的基礎上，今天我們除了可以登
月之外 [ 發現沒有嫦娥的足跡 ]，更早已
經開始進行更多認識火星的研究，也不
用說可以透過數學及天文物理的不同學
說，去推演出世界 / 宇宙 (cosmos) 的誕
生。環看人類今天的成就，我們還可以如
保羅一樣使用「瓦器」去形容自己嗎？

或許在 2019 年 1 月前未必可以，
或若可以但也沒有人會輕易認同。在此
之前沒有人會想到自 2003 年發生「沙士
事件」之後，人類竟然要面對另一場全
球化的疫情失控大災難：COVID 19。今
日人類可以飛到太空老遠的地方，可以
下到最深的海洋，藉著科技的發展，我
們可以跨越距離的阻隔，以接近零時差
的高速在視像中見面。但當一個〔套用常
聽到的〕「百年一遇」的疫情出現之時，
整個世界的面貌好像變得不再一樣。錯
失、離別和失去是我們這時間的共同經
歷：不少人是在這場「不以為意」的
疫情中失去了如期的機會、失去工作、
更甚至失去生命，或被挪去了他 / 她所
愛的家人和朋友。我們的本相是何等的
「脆弱」。

也或每一個人都有他 / 她「脆弱」
的一刻，似乎保羅自己也不例外〔耶穌
更是，參可 14.34-36 上〕。保羅數說，
就算「處處受困，卻不被捆住；內心困
擾，卻沒有絕望；遭受迫害，卻不被撇
棄；擊倒在地，卻不致滅亡」( 林後 4.8-
9)。他的不倒下不是因他強，而是他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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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單靠自己的力量去行事，乃是靠
那從上主而來的力量去角力，常
常以耶穌基督的死作為他的勉
勵。換言之，保羅抗逆的力
量並非單憑己力而是從
為他死而復活的耶穌得
力，就是他與上主之間
的神秘契合關係而來的
力量〔耶穌如是，參可
14.36 下〕。

保羅的生命正是我們
今天教會學效的榜樣：面對
世界與人生的風雨，最好是先與
上主建立一份健康內在的關係，從
而得到力量去接受風雨來臨帶來的挑戰。

在這方面，教會責無旁貸，應要好
好預備每一個主日的崇拜和她的聚會，
讓兄姊們現在可以再次回到教會參加聚
會時，可以經歷上主的臨在和與弟兄姊
妹相交的情誼。記得在 5 月 18 日，本院
延伸課程四位同學的一個「專題研習」
科目，發表題為「新常態下網絡崇拜成
為教會崇拜新模式的可能性」的功課匯
報（有興趣可參 2021 年 6 月 6 日之《基
督教週報》，2963 期之報導），同學共收
集到 629 份問卷調查回應，其中有 47%
受訪者表示疫情後只會參與實體崇拜，
51% 期望能雙軌進行。換句話說，這
指向教會在疫情期間或過後的確有部分
出現流失的狀況，或可理解。故現在教
會於疫情過後便要招聚信徒重新再次投
入教會的生活，讓教會再次成為一個人
在當中可以敬拜上主，及在其中可以與
堂會中的弟兄姊妹彼此相交和守望。或
許，除了為每一次崇拜做好預備之外，
以小組方式進行門徒訓練也是一個可以

很有效再次凝聚兄姊的心和作培育的牧
養模式。

因此，在今天這刻，教會最重要是
要站在一起，培育信徒，使其「有心有
力」。我們的學院及所有的同工正也為
這方面作出努力，訓練傳道同工，裝備
教會信徒，願見到邁向「信徒皆祭司」
之景象。因此，除了日間課程外，學院
在晚上也推出了心道行信徒培育課程、
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 (MACS)、「助己助
人」輔導課程，以幫助信徒達至裝備自
己在信仰和生活上作出整理和明白自身
當下的呼召。

最後，「寶貝」從沒有嫌棄「瓦器」，
只要「瓦器」不拒絕「寶貝」。願意我們
各人在這世紀疫情下作為承載上主「寶
貝」的「瓦器」。又祈願今天的教會常
以己身為「瓦器」，就是常以耶穌基督的
死和復活的信息作為今天帶來世界的希
望，讓我們彼此靠緊，互相守望。我們
要承認，我們是「脆弱」的，我們需要
上主的幫助和賜予真正的平安。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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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所屬教會 /學院	 畢業後工場

 基督教研究學士 1. 張明君 九龍城福音堂得寶堂 道風山服務處
 神學學士 2. 莊詠欣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馬鞍山堂 待定

  3. 李敏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恩澤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主恩堂
  4. 梁凱婷 港澳信義會 港澳信義會
  5. 李鼎傑 中華完備救恩會大埔堂 待定
  6. 杜美玲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頌恩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頌恩堂
  7. 黃凱旋 信望愛福音會北角堂 綠楊浸信會
 文學碩士
 神學 8. 陳紫亮 中華完備救恩會大埔堂 祝福尼民 Bless Nepalese
  9. 劉文昇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黃埔堂 待定
  10. 李潔玉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進修
  11. 梁美青 沙田浸信會 播道醫院
 基督教輔導及靈修指導 12. 張亦芳 四方福音會大角咀堂 待定
  13. 蔡月明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14. 夏阮雲 香港華人基督會瀝源堂 待定
  15. 廖嘉欣 基督教宣道會朗屏堂 基督教宣道會朗屏堂
 聖經研究（密集課程） 16. 張瑞兵 周口福音堂（河南） 周口福音堂（河南）
 古典猶太教 17. 李靜儀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基督教靈修學 18. 周群娣 香港聖公會聖腓力堂 香港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
  19. 彭杏嫺 基督教宣道會沙田堂 退休
  20. 楊嘉駿 香港路德會愛心堂 香港路德會
 基督教靈修指導 21. 陳麗萍 牛頭角浸信會 牛頭角浸信會
  22. 張美儀 紅磡浸信會 循理會青田堂
  23. 張義金 基督教復興教會 公義樹
  24. 何玉娟 沙田浸信會 沙田浸信會
  25. 李興邦 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 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
  26. 梁木蘭 中華基督教會基禾堂 待定
  27. 李娥君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自僱靈修指導及輔導員
  28. 施麗明 鰂魚涌浸信會 待定
  29. 黃燦標 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 香港宣道差會
  30. 黃月華 基督教宣道會宣愛堂 待定
 基督教社關服侍學 31. 蔡家裕 香港伯特利教會恩光堂 特殊學校
  32. 李永聰 香港九龍塘中華宣道會友愛堂 香港九龍塘中華宣道會友愛堂
  33. 蔡家聲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大埔教會
 基督教社關服侍學（密集課程） 34. 王宏 漂陽市基督教堂（江蘇） 漂陽市基督教堂（江蘇）
 教牧輔導學 35. 陳浩然 花園大廈浸信會 花園大廈浸信會
  36. 陳桂玲 基督教筲箕灣潮人生命堂 基督教筲箕灣潮人生命堂
  37. 廖家敏 基督中心堂（九龍塘） 待定
  38. 鄧淑儀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基恩敬拜
  39. 王聳聳 香港聖經教會 侍定

第四十四屆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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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行者輔導 40. 梁佩玉 中華基督教會油麻地基道堂 香港中文大學
  41. 吳隆仲 香港聖公會聖巴拿巴堂 待定
  42. 尹巧英 竹園神召會坑口堂 待定
  43. 黃寶美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光堂 元朗大會堂陳應祥紀念老人中心
  44. 黃淑晶 新生命福音堂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
 道學碩士 45. 張愛思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錦泰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46. 張鈺靆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主恩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主愛堂
  47. 黃信榮 香港路德會沐恩堂 香港路德會沐恩堂
  48. 許紹恒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49. 金宇聰 港澳信義會恩青堂 港澳信義會
  50. 簡麗恩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
  51. 姜麗兒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太古城堂 待定
  52. 關永基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活靈堂
  53. 吳黛玲 中華基督教會馬灣基慧堂 中華基督教會馬灣基慧堂
  54. 潘桂玲 鑽石山浸信會 鑽石山浸信會
  55. 溫詠詩 基督教門諾會愛恩堂 基督教門諾會愛恩堂
  56. Wuimae, Teerisara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Thailand（泰國） in Thailand（泰國）
 道學碩士（密集課程） 57. 張永勝 臨沂市基督教兩會培訓中心（山東） 臨沂市基督教兩會培訓中心（山東）
 神學碩士 58. 章碧玲 鰂魚涌浸信會 澳門聖經學院

  59. 馮景明 基督教滙基堂 沙田區醫院院牧事工
  60. Langh Cin Kim Tedim Theological College（緬甸） Tedim Theological College（緬甸）
  61. Ling Naing Khidaw Baptist Church（緬甸） Mission Training Center（緬甸）
  62. 陸振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靈合堂
  63. 莫紹良 香港浸信教會 進修
  64. Mung Ngaih Lian Tedim Christian College（緬甸） Tedim Christian College（緬甸）
  65. 彭兆敏 港澳信義會 進修
  66. Phuhe Lorrain Theological College（緬甸） Lorrian Theological College（緬甸）
  67. Sar Li Dwe Ants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Ants Theological Seminary（緬甸）
  68. 田珮晶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福樂堂 進修
  69. 黃詠嫻 港澳信義會 港澳信義會
  70. 于妍 佑寧堂 進修
 教牧學博士 71. 何建基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 恩信華人基督教會（美國）

  72. 張建順 臨沂市基督教兩會（山東） 臨沂市基督教兩會（山東）
 神學博士 73. Bawi Cung Lian Chin Christian Institute of Theology（緬甸） Chin Christian Institute of Theology（緬甸）

  74. 畢升 廣東協和神學院（廣州） 廣東協和神學院（廣州）
  75. 楊聯濤 浙江神學院（浙江） 浙江神學院（浙江）

2021 延伸課程畢業生

「心道行」信徒培育高等證書

 1. 王鳳嬋 港澳信義會活石堂
「心道行」信徒培育文憑

 2. 王小瓏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活靈堂
信徒神學文憑

 3. 陳少文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光堂
 4. 陳煥芝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鞍山真理堂
助己助人─同行者輔導文憑

 5. 陳慧卿 香港宣教會恩召堂
 6. 陳玉瑛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荃景堂
 7. 許愛薇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尖福堂
 8. 江海燕 中華基督教會馬灣基慧堂
 9. 林佩慧 沙田浸信會
10. 林秀儀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11. 林思穎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馬鞍山堂
12. 劉安怡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東涌堂
13. 李依穎 港澳信義會主恩佈道所

14. 劉美珍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黃埔堂
15. 麥瑩珠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16. 文笑芳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顯恩堂
17. 方艷蓮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18. 魏頴怡 港澳信義會聖恩堂
19. 布銘婷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堂
20. 曾繁康 基督教復興教會葵芳堂
21. 曾麗英 新生命教育協會新生命福音堂
22. 曾佩雯 基督教宣道會天頌堂
23. 余巧卿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顯恩堂
24. 韋楚璇 沙田靈光教會
25. 黃靜儀 基督徒信望愛堂寶林堂
26. 黃肇偉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27. 邱瑞貞 第一城浸信會
基督教研究碩士

28. 朱顯君 香港聖公會聖士提反堂
29. 馮綺霞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信望堂
30. 伍孟欣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紅磡堂

姓名 所屬教會 姓名 所屬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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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博士後，我開始寫一本關於馬丁路德
的書，並教授學生系統神學。

我並非只是一個學術上的神學家，我
也是一位牧師。我的事奉場所從大學轉到
教會，在巴伐利亞的一個鄉郊地區作牧
養—就是在那些牛和豬比人還多的小村莊
裡。其中一項工作，是做地區層面的成人
教育：從帶領小組討論到為多過 100 人安
排退修。七年後，我到了比利時，並成為
布魯塞爾附近佛蘭芒市一小型群體的牧者。

當我到達信義宗神學院時，在辦公
室裡，我把那木十字架掛了起來。它表達
著我是如何去體驗信義宗神學院：這是一
個讓來自不同國家和傳統的人們聚集在一
起，並分享他們經驗的地方。透過對他者
的想法抱持開放態度，我們將獲得新的啟
發，豐富彼此，並在信中成長。我希望靠
著上帝的恩典，我也可以在過程中作出點
貢獻。

吳佩詩同學

道學碩士一年級

感謝主，由以往從事廿多年的幼兒教
育工作中，呼召我這個不配的罪人進入祂
所選定的神學院作栽培，全是主的恩典。

約在十年前的一次靈修中，主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
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之後在異夢中
看見社會撕裂及末世等情景。驚醒後，我
跪下為未信主的人祈禱。

疫情期間，除了看見學校、幼兒、家

長、老師等不同的需要外，也看見街上多
了居民飲酒、輕生、商鋪行劫，有的人飽
受情緒甚至邪靈困擾…等。深深感受到不
少人正處於困苦無助中，是多麼需要耶穌
作他們的倚靠。

去年 9 月，被主邀請作神學裝備，故
尋求衪的印證。今年 3 月，同屬牧者的幼
稚園總校長到幼稚園與我約見。她鼓勵我
報讀神學，且要得主的醫治與模造，並說
她就是我蒙召的印證。

最後，她為我按手祈禱，我便辭退幼
教工作，踏上未知的新旅程。主說：「你餵
養我的小羊。」「你牧養我的羊。」我便進
入神學院接受道學三年裝備。願主的旨意
與應許成全，阿門 !

Dr. Stefan Gradl 

葛立道博士

當我離開德國前往香港時，
我收到一份禮物：一個小小的木
十字架。這個十字架很特別，因
為它的側面是通窿、開放的。這
表達了我們信仰的結構：核心

元素—耶穌基督—在何時和何地都是一樣
的，沒有改變，但基督教信仰對不同的處
境和傳統卻是開放的。

我有著歐洲背景，在德國南部的巴伐
利亞長大。於德國和布魯塞爾（比利時）的
法語新教神學學院學習基督新教的神學。
後來，我作為訪問學者，於烏得勒支（荷
蘭）天主教大學寫了一篇關於托馬斯．阿奎
那（1225-1274）的博士論文，並在荷蘭的
信義宗教會工作。成為埃爾蘭根大學（德

進
入
神
學
院
前

與
父
母
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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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敏儀

神學文憑

身為一個 62 歲的「登陸老人」，我實
在有太多的事想與大家分享。

先是小學三年班開始得到第一本袖
珍版聖經； 又因極度嚮往於教堂行婚禮而
加入教會；繼而因婚姻問題，而轉向拜偶
像；慈愛天神欲差遣我兒子從美國回香港
與我一起生活；從他服事在囚人事，毒犯
及菲律賓小孩的見證中，深深讓我感受到
神的愛，祂的旨意無比偉大！

我很喜歡的時裝技術這門冷門職位 ，
以前大多數是由歐美總公司的外藉人事擔
任，近二、三十年才開始轉移到香港公
司，由中國藉同事來處理。幸運地這工作

黃偉濱

道學碩士一年級

你們好！我的名字是黃偉濱，稱呼我
Chris 亦可。我的家庭成員有太太及一位女
兒。我之前的工作大部分都是與平面設計
相關的。

我在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馬氏紀念禮拜
堂參與聚會及接受洗禮的。自從我成為基
督徒後，在教會不斷學習成長；通過參與
查經班、主日學及不同的事奉，學習神的話
語，讓我的靈命不斷的成長。與此同時，
主亦賜我很多事奉機會，在許多不同崗位

範圍正正配合我活潑的性格；總能把難事
在短期內作出解決及協調不同部門順暢合
作。因此我非常喜愛這份既有「成功感」 又
有「生活保障」的職業。本預計 70 歲才
退休的， 一場疫症就搞亂了 plan A 計劃。

馬上實踐 Plan B，就是研讀神的話
語，行應做的 ( 戒除不該作的 )。專心學習
是其中的有效方法。就是如此，我就在這
裡和大家一齊敬拜和學習了。

其實數算神的恩典真是說幾天也說不
盡，但說撒但偶像的影響真的非常普遍。一
般華人社會中不難找到。我就親身經歷過這
令人信以為真的假 " 超能力 "。在此不禁勸
勉弟兄、姊妹切勿被偶像蒙騙 ( 當中當然要
小心歌、影、視界，日、韓明星的追捧啦 )。

目前的我，不但要努力和專心學習，
還要除去舊我，成為新做的人。 願聖靈在
我心內作工，充滿我；願神賜平安，喜樂
給大家，Amen!

上事奉，如團契、主日學、執事崗位、海
報設計等。上帝賜予我學習的機會實在不
少，感謝主。

今年年中，收到上帝對我呼召的訊息
越來越強，在香港社會環境的變遷及疫病
的威脅；上帝讓我眼見到很多弟兄姊妹都
有很多需要。最後，我向上帝請求三個確
據：第一是聖經話語的確據，第二是上帝
的醫治，第三是家人、牧長的支持；上帝
真的很愛我，祂全部答允及一一實現。

感謝上帝的呼召，揀選我；祂定必
帶領我，克服重重難關，作一個忠心的僕
人。有機會全時間到信義宗神學院學習上
帝的話語，裝備自己將來全時間事奉，這
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家
人
合
照

圖
右
為
陳
敏
儀
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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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栢勤

道學碩士持神學學位

轉眼十多年，在畢
業後由堂會的服事到在醫
院的事奉，再能夠在今年上山到神學院接
受裝備，實在是主所賜莫大的恩典，亦仿
似一個循環。

雖然學院相比以往有好多的變遷，但
看到一起學習的同學比以往更優秀、有更
多的潛質，真的感到很振奮，也感到自己
需要更努力去好好學習。

願意在學院這兩年的裝備，能夠更多
明白主的心意、更深經歷主的作為，成為
教會在歷史裡的一位見證人。

Nora Müller
跨文化學習課程

所有在 LTS 的你，大家
好啊！

我叫做 Nora Müller，是來自德國的交
流生，參加了一年制的跨文化學習課程。

在德國時，我已在慕尼黑大學完成了
前半部份的基督新教神學課程（旨在牧靈工
作的），回去後亦會繼續修讀。

在空餘時間，我喜歡探索新的地方、
到大自然當中、閱讀並與朋友、新相識的
人共度時光。很高興能來到信義宗神學院
與你們一起生活和學習，並成為這個群體
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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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園   消   息院長動態

9 月 7、14 日在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主
講由道聲出版社舉辦的「打開真相講座 2021」。
9 月 4、11、18、25 日在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
堂的周六晚堂崇拜講道，主題為「馬太福音的開
始和結束」。

教授動態    

 何善斌教授 6 月獲邀於禮賢會九
龍堂教授聖經課程《新約與基督徒
公民責任》；7 月在基督教週報 2967
期寫下造就信徒的釋經講道文章 《經
歷基督如會幕般的臨在》。

 何善斌教授第二篇的新約論文，
蒙 Biblical Theology Bulletin 接納出
版，題目是 "Changes in the Centurion 
on Paul’s Last Journey to Rome in Acts 
27."  DOI: 10.1177/01461079211018762.

 林雪文博士受邀請，在 7 月 2 日作《學校基督
事工網絡分享會》今年會議的主題信息講員，題
目《智慧生命教育的傳承》；當天亦設有本院攤位
介紹本院及成長中心的事工。

學院動態

 為提供更好和更安全的學習
環境，學院已於暑假期間完成多
項維修工程。

 本年秋學期師
生退修營！感謝
上帝！

活動掠影

 6 月 11 日戴浩輝博士榮休晚宴

 6 月 26 日 2021 讀經日營「書中自有黃金屋」

鳴謝

 校友古天貴牧師（1970 年正科生）於 2020 年
8 月 16 日在美國安息主懷，願主安慰古牧師師
母及家人們。在此，也感謝家人們奉獻港幣壹佰
萬元予學院建立「古天貴牧師助學金」。

 9 月 8 日宣關小組，
海外基督使團（OMF）
的分享。

 9 月份學生團契及中秋
慶祝活動

到訪嘉賓

 芬蘭差會 Dr. Ilse Paakkinen 於 9 月 10 日到訪
本院，由周院長及曾浩賢博士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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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消息

 謝道泉牧師（1959 年畢業校友）安息主懷，安
息禮拜定於 2021 年 10 月 16 日假大圍寶福紀念
館舉行，願主親自安慰各人。

 陳慧冰教師（2011 年道學碩士）於 2021 年 9 月
19 日獲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按立為牧師。

 Ms. Casthelia Kartika （2018 年神學博士）獲基
督耶穌教會國語堂按立為牧師。

學生會消息

 5 月 7 日舉行的「Circle Painting」有近 30 人
參與。作品計劃擺放校內，供師生回味。

延伸課程消息

 延伸課程於 8 月 18 至 20 日晚舉行【學．無
界】網上神學體驗（第三期），223 人報名，226
人次出席課堂。感謝上主！祈求上主賜福。第四
期課堂將於 10 月 6-8 日晚上舉行，詳情請參閱
有關海報。

 2021-2022 年度延伸課程及校本部晚間課程開
學感恩崇拜於 9 月 3 日（五）晚假港澳信義會信
恩堂禮堂舉行，周兆真院長證道，出席師生、教
牧及親友共 91 人。感謝上主，願主賜福同學扎
根成長！

支持．代禱

 學院將於 10 月 8 及 9 日舉辦神學講座，於 11
月 26 日舉辦 108 周年院慶，求主引領。

 《神學與生活》第 40 期即將出版，求主賜福引
領，願榮耀歸神！

同工消息

 黃佩芳博士、夏馬太博士（Dr. Matthew Hafar）
及卜涵博士（Dr. Francis Borchardt）已離任，學院
感謝他們過往的貢獻，幫助學生成長。願主賜福
他們！

 陳國權牧師（博士）答應協助跟進本院的靈修
課程。求主加力！

 本院行政及拓展幹事劉逸璋先生已離職，學院
感謝他過往的服侍，願主賜福他！

同行者心靈成長中心

 一年制的小組導師訓練已於 2021 年 6 月 19
日開展。

 成長中心與宣道會元基家庭服務中心已於
2021 年 9 月 7 日下午 3:30 假學院會議室舉行簽
約儀式，開展新一年輔導事工合作計劃，成長中
心將安排輔導員到元基家庭服務中心，為元朗區
提供輔導服務。

延伸課程校友消息

 延伸課程校友會將於 10 月 30 日（六）下午
12:30 假本院舉行年度周年會員大會，歡迎會員
向校友會職員查詢。

 2020 年助己助人同行者輔導文憑畢業生陳喜
俊先生與林雅婷小姐將於 10 月 17 日（日）下午
3:45 假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舉行婚禮。

 成長中心與播道會同福堂合辦個人成長體驗日
營，已於 2021 年 7 月 23 日舉行，由林雪文博
士主領。

 崇真會新翠堂於 7 月及 9 月邀請成長中心主
領專題講座及培訓。

 聖公會大埔聯校教師發展會於 8 月邀請成長中
心主領專題講座。

 2021 年 12 月 4 日（星期六）
將於信義宗神學院舉行同行者
會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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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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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ayMe 用手機掃描下面的二維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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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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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一年一月至七月份收入與支出表

收入

個人奉獻	 $994,379.11	

教會奉獻	 $849,347.28	

學費	 $3,794,167.25	

學生宿費	 $542,310.00	

學生膳費	 $577,425.00	

租借校園	 $512,860.00	

膳費	 $23,640.00	

利息	 $86,213.27	

印刷	 $3,047.45	

會員教會津貼	 $1,058,800.00	

差會津貼	 $676,702.64	

延伸課程	 $393,326.90	

其他	 $150,136.72	

	 $0.00	

	 $0.00	

	 $0.00	

	 $9,662,355.62	

虧蝕	 ($1,483,187.93)

	 $11,145,543.55	

支出

薪金、強積金	 $8,554,463.81	

水、清潔、電話費	 $41,242.00	

電費	 $215,454.58	

膳費	 $202,437.00	

差餉	 $444,545.00	

印刷	 $41,941.07	

校巴	 $50,250.25	

延伸課程	 $147,345.58	

設備	 $33,434.74	

郵費	 $10,121.10	

差會助學金	 $537,264.84	

圖書館	 $170,134.94	

維修費	 $307,042.15	

學費優惠	 $51,848.00	

其他	 $149,725.92	

保險費	 $188,292.57	

	 $11,145,543.55	

	

	 $11,145,54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