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ణયາੰܜČČ!
本院董事會於本年四月廿五日董事會議上一致通過委任李保羅牧
師為本院院長，於本年九月一日起就任，於十一月四日舉行就職典
禮。本通訊藉此機會訪問本院新院長李保羅牧師，分享他對學院的
事奉的感受和領受。
問：請問李牧師為甚麼會答應做衛道神學研究院的院長一職？
ඍĈҋଂણᄃৠጯࡁտੰ۞ְ؇̝ޢĂԧߊ
࠻֍ጯੰ۞ᅮࢋ፟ົĂ˵࠻֍ৠගԧ۞
ᅳᅳצĂགྷ࿅ᘤӘĂԧಶତ˞צৠְ
ົ۞ᔛኛĂٚፉੰ̝ܜᖚĄԧ˵࠹ܫ࿅
ፉੰ۞ܜᖚయĂдৠ۞ा̚ĂԧΞͽ྿ј
ԧ۞ৠጯିֈநهĄ!
問：請問李牧師對衛道神學研究院有甚麼感覺和
期望？
ඍĈԧдৠ۞̄͟Ҍ̫ѣ˘ѐкĂд༊̚۞ຏ
ᛇߏܧ૱ԣ۞ĄТጯሤଐ˫જĂТ̍᎕
ໂѣٱĄৠ̫ѐኼˢௐ̱ѐĂ՟ѣޝк
Βෙć࠹၆ֽᄲĂι۞൴ण۩มᇅّಶ˞̂ޝĄԧഇ୕ৠְܲ؇۞߿˧Ă
Ш̰ᑭĂૺீγ୕Ăઇᑕઇ۞ְĄୂຏᅮࢋĂဘྏາְĄ!
問：剛才提到你的神學教育理念，可否分享一下？
ඍĈр۞Ą࣎၁˵ߏጯੰְົྫྷԧ఼ॡٙഅኢ࿅۞ྖᗟĄͽ˭̶ֳ۞ߏ
ԧ۞ৠጯିֈࣰጯ۞̚ೀ࣎ࢋᕇ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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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ᅳఞቚĈৠߏ˘࣎ந۞؟ৠጯੰĂсయय़гົчந۞็
Ąҭд྅౯ିົ۞Ϗֽێ۰̝ॡĂТጯߊߏᄋΡүᅳఞĂৠົ˧
ቚТጯјࠎĶିົᅳఞķĂ˘࣎ٺૄޙཐགྷିጱ˯۞ᅳఞĄܫवᅳఞ˵ࢋд
ཐགྷ۞ିጱ˯үᅳఞĄ!
3/ିކᘃĈࢶപߏৠٙຑ۞ĂҭৠՀߏᇔຑ͵ˠĄᄋΡְ؇۰ืࢋ̶ֳৠ۞
͕ଐĂԸซৠ۞ᘃĄৠົͽࢶപࠎᕇĂͽгໂࠎෛ۞ႽᐝĄ!
4/ጯϠࠎώĈ̫͇۞ৠጯϠ̂ౌ̏بјѐ̝ഇĄৠጯିֈ˵ߏјˠିֈĄ̫͟
۞јѐˠࡦధкయЇĄৠົд̙ԁିםጯኳ৵۞݈೩˭ĂវኗТጯ۞
ဩֽᄃТጯ˘֕࿅྅౯ְ؇۞̄͟Ą!
5/᎕ໂ̼͛Ĉጯੰߏ˘࣎ିᄃጯ۞г͞ĂТጯٙࢋٚፉ۞˵ߏϠѪԾᙯ۞ାˠ
ᖚְĂҭጯੰ˵ߏ˘࣎छĄৠࢋޙౄјࠎ˘࣎ฟ͕ăනၰăΞͽ̶̶ֳፉ
щि۞छǕǕТጯਕૉ͔ͽࠎၷ۞छĄ!
問：李牧師，你覺得做院長的擔子沉重嗎？
ඍĈԧઇੰܜ၁ᔘߏдጯ௫۞ՎĂҭ˵Ξͽؠۺι۞ፉ̄ߏՕࢦ۞Ă̙࿅ι˫
ߏ॔ѣ߄ጼ۞ĄԧՐৠගԧᓙณΝְڇĂՐৠගԧംᇊᑖפĄຏᔁৠĂ
дࢬ၆Чᇹᓄࢦ۞యЇॡĂৠѝ̏ගԧְ࣎؇۞৪థĂΨԧ˘ۡצϡĈ!
2/ְ؇ߏৠ۞ाኲǕǕԧώྤॾΝְڇҌҌၷ۞ৠĄࡶ̙ߏৠдૄ༛۞ା
ा྆ኲԧְ؇۞፟ົĂࡶ̙ߏৠ۞ײΡᓜזԧĂԧాຐְ؇۞፟ົ˵՟ѣĄ
ĶाኲৠጯķΨԧдிкְ؇྆ጯ௫ຏा۞͕Ą!
3/щिߏৠ۞ᑕధǕǕԧ࠻֍ᄮৌְ؇۞ˠᓁᗓ̙ฟЧ͞ࢬ۞యЇĄҭૄ༛۞
ାाᄲځԧࣇߏΞͽд᰽྆ࢬĶщिķĄĶщिৠጯķΨԧдிкְ؇྆
ጯ௫ያ˧Ą!
問：過去的經歷如何裝備你迎接院長這個挑戰？
ඍĈԧ̙ᄲԧ۞࿅Νߏд྅౯ԧΝઇੰܜĄҭ̫͟ߊᄋৠाѣ፟ົٚፉੰ۞ܜ
ᖚְĂԧࣆਕૉଂԧ۞࿅Νѣٙጯ௫ĄࢵАĂдкѐ۞ጯ௫ְ؇྆Ăৠឰԧ
࠻֍᰽۞࠻ᜪܲчĂΨԧቁ၁ۢৠߏܫ၁Ξያ۞ĄѨĂᔵ˵གྷ።࿅ధ
кˠΨҋ̎ε୕۞̄͟Ăҭᓁ՟ѣԞధкˠගԧ۞ܫЇ፟ົĂ၆ˠᓁࢋк
˘ЊाຎĄᔘѣĂȈ˘ѐ۞ৠጯିֈ۞̄͟Ăԧགྷ።࿅࿅ࢦ۞యЇĂݒᓁ̪ѣ
֖ϡ۞ाĄ࿅Ν۞གྷ።೩ᏹԧৠ۞ाĄٚፉৠጯࡁտੰੰ۞ܜᖚְĂ
ԧ̙ߏࢋኑᄦ࿅Ν۞ৠጯିֈ።Ă˜ߏࢋՀ˯ᆸሁĂࣅያৠࠎৠᙉс۞
Ϗֽ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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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會以怎樣的模式領導學院的發展？
ඍĈԧ̙ߏ͇Ϡ۞ᅳఞ̖Ăҭԧົϒෛԧ۞ᖚయĂ֭ͷົ̙ᕝጯ௫ઇ࣎рᅳఞĄд
̫͇۞ְ؇྆ĂĶฤ̍੨ລķߏࢦࢋ۞Ăҭฤ̍ᓁืࢋѣᅳጱĄԧົᅳৠ
۞ฤ̍ΝԆјৠٙϹ۞ֹĄኢזԧ۞ᅳĂ˜дĶྕăځăីķ
Ą
Ķྕķ۰Ă
၆ৠྕمĂ၆ˠৌྕĄְ၁˯ĂĶྕķ̙֖ͽĶ֏јķ
Ą
Ķځķ۰ĂҖְځĂ
఼ၰځĄĶីķ۰ĂაႽ͕ីăࣅያཐីĄдԧ۞ᅳ྆Ăाຎົߏ̂۞Ăҭ
ࢋՐ˵ߏ۞ĂЯࠎְ؇ώ֗ಶߏᚑඥࢋՐᄮৌ۞Ą

ԧ၆ੰ۞ܜഇ୕ČČ!
ώ఼ੈ˵ᖣѩາੰܜಶᖚ۞፟ົĂឰТጯरܑܜ྿ࣇ၆ੰ۞ܜഇ୕Ăࣇ۞
ຍ֍Ξͽүࠎੰ࣎˘۞ܜણ҂Ĉ!
1. 能多與同學溝通交流，明白同學的需要，建立同學的事奉生命。
2. 能有更完備的圖書館及溫習室。
3. 增加多幾位學術與牧會經驗並重的全職講師。
4. 加強教會及機構對學院的認識，提高學院的知名度。
5. 我在此學習很享受，盼能繼續保持現有的愉快學習氣氛。
6. 帶領學院的各部門辦事處辦理學院或學生事宜有效律及更專業。
7. 能使香港教會牧者信徒多認識衛斯理的神學特色及精神。
8. 有更多優質同學及認真接受裝備的同學報讀。
9. 出版代表學院的書藉。
10. 加強同學的生命及心志，以致畢業後能成為滿有心志能力的教牧。
11. 培育看重屬靈生命，委身肯在教會作帶領的牧者。
12. 加強學院與香港及海外各神學院的交流。
13. 培養學院上下同工同學：對人親切熱誠友善的態度，行事生活能忠心及有紀律
的心志。
14. 能讓更多人知道衛神是一間滿有特色和彈性的學院。
15. 使香港更多教會牧者信徒能在禱告並經濟上支持學院。
16. 能洞悉香港教會的需要，培訓出能適切實際需要的牧者。
17. 期望我們的院長：精力充沛、腦力過人，
對神忠心、對學生熱心、對事細心，
領導團隊、牧養群羊、盡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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ጯੰڶܕᄃᘤְี
1. Ⴌ͛౾̀ĞDr. Robert Colemanğᅳ۞Įᅳఞቚ̂ࢍįᓾळ̏ ٺ10 ͡ 21 ͟
ᓝҖĄѣ࿅ 120 Ҝܫव̈́ێ۰ણΐĄᓾळ̰टჟ૾၁ϡĂᄃົ۰Ӯຏৈ̙Ą
2. ώੰᄃ႔ᄬཐགྷົםЪᏱཐགྷᓾळĶವԱϿոķĂϤώੰ院ੰܜՂܲᘲ౾̀
ᓾĂٺȈ˘͒͡α͟Ğߐഇ̣ğ˯ 7:30-9:30 ֎ٻූ 56 ཱིૄ༛ି̂ሁ 4 ሁ
̚රૄ༛ିົ୕ᛇૅᓝҖĄϡБҺĄᝌܓಡЩણΐĞৠ 2777-7521Ă႔ᄬ 31236936ğĄ
3. ኛࠎώੰ۞ኝ൴णᘤĄՐৠගԧࣇୂዟ۞ᛈᛇјሢ۞ംᇊΝޙϲ˘۞
ێ۰Ăົି۞˘ְڇĄ
教務消息
4. ຏᔁৠĂώੰҜາିĞҴந౾̀ĦDr. Thane UryĂրৠጯઘିħăᆒԠ
։ێरĦିࡊְ̍ێӄநିħğ ٺ06 ѐ˝͡ΐˢώੰБᖚିҖЕĄᆒێरд
ࢶപѣкѐێዳିົ̈́дৠጯੰିጱགྷរĂҴ౾̀д઼࡚ЩৠጯੰିৠጯȈ
̣ѐĄຏᔁৠኲԧࣇ۞ጯੰᆧк˞Ҝགྷរᖳಱ۞БᖚିĄ
Ȉ̶രμĈҜିӮЧѣαЩ߿ሐΞຑ۞̃ćҜरϓϺӮࠎጯ७ҁरĄ!
ጯੰд 21 ͡ 7 ̚͟ࡌ༼༊ࠧ͟ࢨූᛋ၅វֈྼሄົِชᓝҖ˞ᖎಏ҃ษࢦ۞
̚ࡌܓາਮୃĂੰăᓾर̈́Тጯᝌჸ˘ૅĂᝌܓҜາरܜĂϺৡࣇᄋৠ
ाĂౄಶТጯĊ
5. 06 ѐࡌѣˣҜಡጯҜኝ۞າТጯĂࣇֽҋ̙Т۞ିົĈ
Ⴧ̀ࡊαҜĞˬշ˘̃ğ!
ڒઈૄ!

ା͵Ւϣฤ!

ጯ̀ࡊαҜĞˬշ˘̃ğ!
ӓ̄ሇ!

ૄ༛ିົͽ൞ૅ !

៍ሗᄬও! ົܫ
เሒ!
̚රૄ༛ିົ̂ंૅ!
เ৵ᔷ!
ૄ֎ٻ༛ିົ !
അ઼ර!
ૄ֎ٻ༛ିົ !
ӓᚗᙒ
ކົ! ૅૄކ
ѯ፨ே
ࢶപົିކाቆૅ!
6. ώੰ̏በОາ࣒ࢎ۞ĮጯੰໄᜓįĂᝌֽܓ৶פĂٕזώੰშࢱᕱᜓ̈́˭ྶĄ
7. ώੰ˟ŒŒ˛ѐ˘̈́͡ߋ؞ኝ̏གྷበؠт˭ĂᝌܓಡᏴ࣒ٕय़Ĉ
ᎊछ!

類別

科目（學分）

教授

二○○七年一月課程
聖經研究科 1.從釋經看預定論(1)
李保羅博士（本院專任教授）
（本科同時為神學哲學科）
教牧事奉科 2.伊斯蘭教導論(1)
林漢星先生（創啟事工有限公司主席）
*短期宣教體驗(1)
實習處
二○○七年春季課程
聖經研究科 1. 新約概覽(3)
2. 釋經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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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保羅博士
李保羅博士

3. 從釋經看預定論(1)
（本科同時為神學哲學科）
4. 約 翰 書 信 ─ 真 理 與 愛 的 相 交 (3)
（本科同時為屬靈成長科）
神學哲學科 5. 衛斯理神學(3)
6. 系統神學(下)：聖靈論、靈界論、
教會論、末世論(3)
7. Introduction to Apologetics (3)
教牧事工科 8. 聖經領袖學
9. 講道法(3)
10. 佈道講道訓練(3)
11. 門徒訓練(3)
12. 宣教概論(3)
13. 校牧事奉初階(3)

李保羅博士
關越山博士（本院專任教授）

關越山博士
彭順強先生（神學博士研究生，主修系統
神學，著有《二千年靈修神學歷史》）
余理斐博士（本院專任教授）
李保羅博士
劉志良牧師（本院專任教授）
陳恩明牧師（基督教豐盛生命堂榮譽會牧）
李榮鳳女士（本院專任教授）
林漢星先生
劉志良牧師（本院教牧事工科專任教授、
興學會主席，多間基督教學校校董校監）
14. 學校福音工作與駐校教會發展 蔡蔭強博士（平安福音中學校牧暨南屯門
(3)
平安福音堂長老，學校植堂研究學者）
屬靈成長科 15. 聖經領袖人物研究(3)
關越山博士
16. 效法基督─委身之志(3)
魯秉權博士（香港宣教會恩基堂主任牧
（本科同時為聖經研究科）
師，教牧學博士）
通識教育科 17. 實用教牧英文（二）(3)
Mrs. Cindy Aufrance（歐萬斯師母）
18. 小組詩班(1)
李榮鳳女士（統籌）

教授消息
8. ώੰੰܜՂܲᘲ౾̀າ३ĮᖞࡗཐགྷǕཐགྷৠጯොྋώįĞ̄ۍğܢĮᖞࡗǕ
ཐགྷৠጯ̈́ඕၹ̶ژώįĞОۍהğ̏ٺȈ͡غϤ႔ᄬཐགྷົםۍĄ
9. ώੰੰܜՂܲᘲێरᄃᆒԠ։ێरᑕֲ߷ৠጯົםĞAsian Theological Associationğ
Ķֲ߷ཐགྷොᛖրЕķĞAsian Bible Commentary SeriesğᓁበᏭ̝ᔛĂЪĮᑓ
࢘३ොᛖįĂࢍထдѐ̰ԆቇۍĄኛᘤӘهĄ
學生會消息
10. ጯϠົ 06-07 ѐޘᖚࣶǕयĈୖကᕓĂ͛३ĈϜำĂੑ߆ĈՂីĂᓁચĈో
ૄԈĄ
11. ጯϠົ ٺ2007 ѐ˘͡ 12-13 ͟Ğ̣Ҍ̱ğ̮६̂ഋܲ։ԊഭᒉᓝҖௐ˘ب
रϠੜ࣒ᒉĂᗟĈĶТྮˠķĄरܜТጯ̏ᏨಡЩĄ
校友喜訊
12. ώੰౘᇊᆇ७̓Ğ̚රૄ༛ିົಱචҶٙିކरğٺώѐȈ˘̱͒͟͡˭̾
ࢶപົିކाቆૅᄃୖځޙԙΈĞώੰૄ༛ିࡁտጯ̀ 07 ѐߋ؞າТጯğᓝ
ҖඕᖃĄᖰѩෲ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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ৠጯࡁտੰ!
United Wesleyan Graduate Institute
!

ௐ˘ЇੰܜՂܲᘲ౾̀!
ಶᖚᖃ!
The Inauguration Services
of the First President Dr. Paul Li
!
!
˟̱ѐȈ˘͡α͟(ߐഇ̱)!
November 4, 2006 (Saturday)
˯˛ॡˬȈ̶!
7:30 pm
ࢶപົିކाቆૅ!
Grace Hong Kong Evangelical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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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禮 程 序
主席: 何漢榮博士
宣講: 魯秉權博士

領唱: 郭基宏同學
鋼琴: 李 靈同學
電琴: 張巫嘉麗女士

進堂詩 -----------------------《祢真偉大》------------------------- 眾立
宣 召 ------------------- 詩篇一百篇一至五節 --------------- 韋妙恩少校
(救世軍軍官訓練學院院長)

歡迎辭 ------------------------------------------------------ 何漢榮博士
(香港循理會會長)

祈 禱 ------------------------------------------------------ 胡傑興牧師
(基督教協基會監督)

讀

經 --------------- 約書亞記一章五節下至九節 ------------ 王呂生牧師
(香港循理會恩田堂主任牧師)

讚美詩 ----------------------《事奉耶穌蒙福》----------------------- 眾立
獻 詩 --------------《愛是不保留》、《恩典太美麗》----- 本院同學詩班小組
讀 經 ------------- 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至四十二節 --------- 陳笑紅牧師
(香港宣教會總幹事)

宣 講 --------------------《不可少的事奉》------------------- 魯秉權博士
(香港宣教會主席)

唱 詩 ---------------------《全獻在壇上》-------------------------- 眾立
介紹院長 ---------------------------------------------------- 林華璟院董
(獨立代表)

院長述志 ---------------------------------------------------- 李保羅博士
差 遣 ---------------------------------------------- 歐萬斯牧師率眾院董
(國際宣教協會香港區主席)

祝 福 ------------------------------------------------------ 鄺凱寧牧師
(香港宣聖會地區監督)

報 告 ------------------------------------------------------ 何漢榮博士
散會詩 ----------------------《興起為耶穌》------------------------- 眾立
（敬 請 留 步 拍 照 、 享 用 茶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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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詩篇一百篇一至五節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祂歌唱。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 神，
我們是祂造的，也是屬祂的；我們是祂的民，也是祂草場的羊。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
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祂，稱頌祂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祂的慈愛，存到永遠，祂的信實，
直到萬代。

約書亞記一章五節下至九節
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你當剛強壯膽！因為
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地。只要剛強，大大壯
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
順利。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
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
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 神必與你同在。

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至四十二節
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接他到自己家裡。他有一個妹
子名叫馬利亞，在耶穌腳前坐著聽他的道。馬大伺候的事多，心裡忙亂，就進前來說：「主
阿，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麼？請吩咐他來幫助我。」耶穌回答說：「馬大，
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
不能奪去的。」

詩歌
《事奉耶穌蒙福》
1 事奉耶穌得真快樂心滿足，主裡的喜樂純一不庸俗；
倚靠相信主應許就是天堂，天天事奉主必蒙福
2 無論遇何事服侍主必蒙福，無論作何事忠心必蒙福；
住在主裡就有豐富的憐憫，天天事奉主必蒙福。
副歌：事奉耶穌蒙福，每日都蒙福，在世每一步都蒙福；
有時走天堂窄路或會有淒楚，你在主裡一路必蒙福。
《愛是不保留 》
常聽說世界愛沒長久，哪裡會有愛無盡頭？
塵俗的愛只在乎曾擁有，一刻燦爛便要走！
而我卻確信愛是恆久，碰到了你已無別求：
無從解釋、不可說明的愛，千秋過後仍長存不朽！
誰人受痛苦被懸掛在木頭？至高的愛盡見於刺穿的手；
看！血在流反映愛沒保留，持續不死的愛到萬世不休！
惟求奉上生命全歸主所有，要將一切盡獻於我主的手；
我已決定今生再沒所求，惟望得主稱讚已足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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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太美麗》
1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他以性命來使我完全，來使我兩眼重見光線。
這天同聚於主聖殿，來數算我主恩典，他賜盼望重生的泉源，還給我勇氣面對挑戰。
恩典太美麗，無甚麼可取替，唯求將心全然給主，來彰顯主愛多珍貴，
終生愛神，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2 這天降服於主腳前，留心聽我主差遣，深信這日勞苦不徒然，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衷心去讚頌神極重的恩惠，獻我一生傳揚福音，來證實主愛何寶貴。
請觀看稻田，主的莊稼在面前，遼闊收成沒法估計，
忠於使命，不惜一切來回應，能事奉您是最尊貴！
《全獻在壇上》
1 全獻在壇上，主耶穌，我聽從你召呼，我知某處主能用我，我要全獻與主。
完全為你，完全為你，你曾為我完全捨己；
以主美旨作我心志，親愛救主，我活著為你。
2 全獻在壇上，主耶穌，惟獨遵主美旨，讓我傳揚美好信息，傳揚主愛仁慈。
完全為你，完全為你，你曾為我完全捨己；
以主美旨作我心志，親愛救主，我活著為你。
3 全獻在壇上，主耶穌，全獻在主足前，甘願忍受勞苦犧牲，度此短促時年。
完全為你，完全為你，你曾為我完全捨己；
以主美旨作我心志，親愛救主，我活著為你。
《興起為耶穌》
1 興起興起為耶穌，十架忠勇精兵，高舉基督君王旗，莫損我主威名；
得勝不斷的得勝，因主統領全軍，直到仇敵皆消滅，惟主基督是君。
2 興起興起為耶穌，遵從號角軍令，今天是主榮耀日，快向敵陣進攻；
同心服役主旗下，勇抗仇敵萬千，危險時膽量更壯，力量必大增添。
3 興起興起為耶穌，只靠救主大能，血氣之勇難倚靠，己力不能得勝；
穿上福音的盔甲，虔誠禱告儆醒，危險重任不畏懼，靠主必能得勝。
4 興起興起為耶穌，爭戰不會久長，今日雖有干戈聲，明日凱歌高唱；
忠心奮勇得勝者，必得生命冠冕，並與榮耀大君王，掌權直到永遠。

拍照次序
1
2
3
4
5
6

主禮嘉賓
全體董事暨教職員
教職員暨全體同學
創校機構教牧與領袖
李保羅院長家人親屬
各神學院同道同工

7
8
9
10
11
12

播道神學院師生校友
各教會牧者、機構同工
香港宣教會恩磐堂會眾
東方基督教會旭光堂會眾
東方基督教會啟光堂會眾
香港宣教會恩佑堂會眾

13
14
15
16

香港宣教會恩錫堂會眾
播道會尖福堂會眾
美國波士頓弟兄姊妹
其他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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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新院長 李保羅牧師 ◎
李保羅牧師，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出生於香港一基督教家庭，兄姊妹各一，排行
第三；原名「保羅」，乃得一宣教士為他起名。
李牧師自幼從父母及教會接受聖經的教育；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一日受洗歸屬基督，
並成為東方基督教會旭光堂會友。
李牧師中學畢業後，在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蒙神呼召，同年九月進入播道神學院接
受神學裝備。一九七八年神學畢業，蒙賜機會在天道書樓參與文字事奉三年，從助理編
輯服事至代出版部主任，其間亦有機會參與《聖經新譯本》的翻譯集修工作。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李牧師與神學院同學李榮鳳姊妹結婚，並於一九七九至
八一年蒙賜機會參與香港宣教會恩佑堂的事奉。其後於一九八一年赴美在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進修，一九八三年道學碩士畢業，同年至波士頓 Brandeis University
攻讀哲學博士，主修古代近東研究。其間蒙賜機會在波士頓西區佈道教會參與事奉，並
於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六日被按立為牧師，在牧會與學業之間努力。後因博士課程有所改
變，李牧師遂轉讀 Trinity Evangelical Seminary of Florida，一九九五年完成神學博士課程。
李牧師於一九九五年返港，蒙賜機會在播道神學院事奉十年，曾任聖經科教授、教
務長、副院長、代院長；並在一九九七至九九年間蒙賜機會參與香港宣教會恩錫堂的事
奉，又於二○○二年任播道會尖福堂顧問牧師。蒙賜機會，李牧師於二○○五年夏轉任
衛道神學研究院任聖經研究科教授兼副教務長。二○○六年四月廿五日衛道神學研究院
董事會一致通過委任李牧師為院長，於本年九月一日起就任，於十一月四日舉行就職典
禮。
李牧師對文字事奉亦有負擔，先後出版有《恩賜事奉─「信徒皆祭司」和「屬靈恩
賜」的再思》、《信心禱告─從〈雅比斯的禱告〉說起》、《信徒組查經組長手冊》、《福音
組查經組長手冊》、《釋疑集：從護教到傳福音》、《列王紀（卷一至卷四）》(天道聖經註
釋)、
《結構式研經與釋經》
、多本結構式聖經註釋、
《編年合參聖經》
，及最新的《舊約聖
經─聖經神學註解本》（電子版）附《舊約─聖經神學及結構分析讀本》（印刷版）。
李牧師與師母合著的則有《茁苗─初信栽培手冊》
、
《栽培手冊：陪談與栽培指引》、
《讀經輔輯》、《相知相交戀愛中》，以及《相愛相親夫妻間》等書。
李牧師現為香港宣教會恩磐堂
會友，蒙賜機會，亦為恩磐堂顧問牧
師、創啟事工有限公司顧問、香港福
音證主協會「聖經教導事工（香港）
顧問委員會」委員。
李牧師師母育有兩兒（摯暉〔Jeffrey〕
大學一年級；摯明〔Jeremy〕中學四年
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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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院聚會花絮

!
!
!

開學培靈會，師生聚首一堂領受主道。
中秋迎新，歡迎余理斐博士及
劉志良牧師加入本院教學行列。

!
!
!
!

!
!
!

!
高爾文博士「領袖訓練大計」講座，
劉志良牧師傳譯。

!
!

!
!
!
!
!
!
講座聚會一角。

講座中書攤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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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講座會後與講員及嘉賓共進午膳
交通。

講員高爾文博士
與本院院董及同
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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