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從聖經看現今牧者的「先知」角色

李保羅牧師
（本院院長兼教務長、聖經研究科教授）

衛道神學研究院
United Wesleyan Graduate Institute

2010 年 6月 ( 總第六期 )

牧者是「社會的先知」？

我們有時聽見說：「牧者在社會上

是扮演著先知的角色，所以牧者應當以

先知的身份去監察社會歪風，影響社會

風氣，更新社會文化。」這些都是高尚

的心志。牧者也當在傳福音的時候敏感

社會的狀況，使教會的服事、福音的宣

講，更能對應社會的需要。但將牧者視

為「社會的先知」，好比耶利米作「列

國的先知」（耶一5），繼而說牧者有著

「社會先知」的職份和責任，卻是另一

回事情。這裡我們要從幾個層面來思想

這個話題。

A.	 舊約先知與外邦列國：先知沒多關注

當代外邦列國的道德公義生活

說到新約牧者對當代社會的道德有著

先知的職份和職責，基本上是從舊約先

知的事奉得出來的結論。是的，神在舊

約裡透過先知傳達了許多信息，包括責

備當代社會的罪惡和不公義的事情，當

中也有責備外邦列國的罪行。但是，責

備外邦列國的信息其實相對是少的。當

中我們看見有：

～約拿書：但責備的目的不在使尼

尼微成為一個公義的民族，目的乃在宣

教，要他們回轉歸向神。

～哈巴谷書：但責備的目的不在使巴

比倫成為一個公義的民族，而在安慰哈

巴谷，讓他和其他義人都知道神仍在掌

管歷史，義人在其中當用信心來生活。

～俄巴底亞書：但責備的目的不在使

以東成為一個公義的民族，而是讓在災

難中的以色列人得著安慰和盼望。

～阿摩司書：但責備的目的不在使以

色列四週的外邦民族成為公義的民族，

而在說明「有罪必罰」的道理，因而神

也要懲罰祂自己的子民以色列。



2

舊約先知責備外邦，目的基本上都

不在伸張道德公義，而在說明神是全地

的主，列邦列國也要向神負責任。神有

權、並且會審判列邦。就算說耶利米作

「 列 國 的 先 知 」 ， 其 實 也 不 過 是 說 他

「代表以色列去對抗外邦列國的攻擊」

（耶一5-10），而不是說他要教導外邦

認識神的道德公義，讓他們將神的道德

公義應用在他們的社會國家裡。此外，

先知責備外邦，多時是因為他們傷害了

神的子民。

所以，簡單來說，舊約先知並沒有特

別關注當代那些不信神、不屬神的外邦

列國（相當於今日不信的社會）的道德

公義。

B.	 舊約先知與以色列國：先知專注於神

子民的社會道德公義生活

這樣，所謂舊約先知有著「入世」的

事奉，關注社會道德公義，他們其實只

是投入屬神的群體、以色列民當中（等

同 今 天 屬 神 的 教 會 ） ， 責 備 百 姓 不 公

義、不道德的生活（阿摩司就是一個表

表者，參摩二6-8，六1-6，八4-6）。雖

然不是每一個以色列人都真正相信神，

但他們名義上都是屬於「以色列民」這

個群體。

這樣，綜合上述A, B兩點，如果要

從 舊 約 先 知 的 事 奉 來 看 新 約 牧 者 的 事

奉，牧者首要的責任乃是去關注教會和

信徒在生活和事奉上不公義，不道德的

事情（當然也要教導信徒追求聖潔的生

活）。

C.	 新約先知與國家社會：先知同樣沒有特

別關注當代不信社會的道德公義生活

來到新約時代，福音已經直接臨到外

邦，神的國不再局限於以色列民。天國

已經換上新衣。神對人的要求固然沒有

改變，但祂與祂的子民以色列的關係，

在救贖的層面上已經不同了。神透過歷

來最偉大的先知，就是祂的兒子基督耶

穌傳講過末世性的啟示（來一1-2）之

後，又透過新約的使徒和先知傳遞了建

基性（建立教會的根基）的啟示（就是

新約聖經的啟示）之後，新約教會建立

起來了。在主後第一世紀之後，神就再

沒有透過先知來傳達祂給眾教會的啟示

了。

就算是主後第一世紀的先知，他們的

數目已遠遜於舊約的先知，他們的事奉

也只是站在使徒的旁邊，甚至是站在使

徒的背後。新約先知的事奉不過是新約

使徒的事奉的延展（弗二20）。

☆ 說到新約先知事奉的性質，我們

可以看看保羅。保羅是使徒，也是先知

（徒十三1），我們可以從他的事奉瞥見

新約先知事奉的某些性質：

～不錯，保羅的書信也論及信徒所

處的社會，但我們看不到保羅曾經說過

牧者要以先知的身份進入社會，以先知

的意識責備世人，從而期盼社會可以明

天更好。保羅也似乎從來沒有像舊約先

知那樣對著社會宣告公義的信息。保羅

的事奉是救恩性的、教會性的。他在書

信裡的教導是給教會和信徒的，所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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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關乎普世救恩、信徒成長、教會事

奉。他在雅典從「未識之神」所帶出的

講論也是救恩性的（徒十七16-31）。

～不錯，保羅的書信也曾指出世人的

罪、社會的錯（例如：羅一21-32；弗二

1-3，四17-15；提後三1-5），但都是相

對著救恩和信徒生活而帶出的講論。重

點不在改變社會，而在宣講福音和成聖

之道。

～保羅對社會最直接的關注，可以

說是提前二1-4的說話：「我勸你，第一

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

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

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這是

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他

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但這裡所

關注的不是一個公義的社會，而是一個

安穩的社會，目的是讓信徒可以「敬虔

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繼而可以傳

揚福音。對於社會公義，連保羅也說：

「審判教外的人與我何干？教內的人豈

不是你們審判的嗎？」（林前五12）

☆  主 耶 穌 的 弟 弟 雅 各 也 堪 稱 新 約

的先知，他對新約時代不公義的社會表

達了直接的責備（雅五1-6），但那也

只是個責備的信息，而不是教導那些富

有的人轉向公義。他的責備也是因為那

些富有的人傷害了神的兒女（比較雅二

6-7）。

這樣，我們看見舊約先知跟新約先知

有著一些相似的地方：

舊約先知 新約先知

宣講神的心意，教
導百姓

宣講神的心意，教
導信徒

主要關注神的子民 主要關注教會信徒

也因神的子民受傷
害而責備外邦

也因教會信徒受傷
害而責備社會上有
關人士

就如舊約先知關注神的子民以色列，

新約先知也關注神的子民祂的教會，因

而新約先知對社會問題的關注較舊約先

知就更為稀疏了；這也是因為在人犯罪

之後，神最終所關注的不再是這個世界

了。

D.	 聖經對人類歷史的啟示：不信神的社

會的道德公義，只會越來越壞

不錯，這個世界原是神所創造的；人

犯罪之後，這個世界仍要向神負責任。

屬神的人，也當盡「治理、修理看管」

世界的責任（創一28，二15），但罪

後的世界已經不再是原先的世界了，就

像人類不再是罪前原先的人類了─ 都

成了有罪的世界，有罪的人類。將人類

更新，方法不是使有罪的人活得精彩活

潑，活得好像不曾受罪影響過似的；將

世界更新，方法同樣不是使有罪的世界

變得精彩活潑，變得好像不曾受罪影響

過似的。

有罪的人至終要受毀滅性的審判。

在主再來之時，基督必用祂的大能毀滅

一切罪惡，然後從中更新一切（帖後一

5-10；彼後三10-13）。我們今日努力的

目標，不是奢望將世界變得更好，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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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願在越來越壞的社會裡，仍有神的恩

典，仍有足夠的空間讓信的人可以敬虔

度日，也讓未信的人仍有思想福音的機

會（提前二1-6）。

雖然神創造世界，世界也屬神，神也

關心現今的世界，但如果將目標放在今

生今世，就是忽略了罪的影響，是偏離

了神的計劃。事實上，在社會道德必定

越來越壞的前題下，教會關注社會道德

的行動可以帶來多少社會道德的復興？

E.	 新約牧者與國家社會：牧者並非社會

的先知，但在教會裡發揮先知的功能

保羅在弗四11將「牧者和教師」放

在「使徒和先知」之後，固然表明「牧

者和教師」並不屬於「使徒和先知」那

種 為 教 會 建 基 的 事 奉 （ 弗 二 2 0 ） ， 但

又同時表明牧者是延續新約使徒和先知

的服事的路向。為此，我們不難理解從

新約聖經的鋪陳來看，新約牧者比新約

先知更不「入世」（不投入不信的群體

中），而是更多關注教會和信徒─ 其

實新約先知和牧者關注教會和信徒的信

仰生活，正相當於舊約先知「入世」關

注「神的子民」的道德生活。

這樣，牧者不需要關注社會的道德問

題嗎？絕對不是！只是我們對這個問題

要有一個清晰的圖畫，要有清晰的界線

和極限：

1. 牧者不應以「先知」自居去投身社會

道德運動，也不要批評那些有負擔更

多關注教會事奉的同道。

2. 我們不要以為關注社會道德就可以帶

來社會道德復興。教會歷史告訴我

們，社會道德復興都是因為教會的福

音工作而不是因為教會的社會道德運

動。

3. 雖然新約牧者不是「社會先知」，

但不表示牧者可以輕忽社會的道德

問題。牧者作為個人，仍然應該透過

可以的渠道去影響社會道德。與此同

時，牧者作為牧者，也要在教會和信

徒中間發揮先知的功能，教導會眾透

過道德生活在社會上作鹽作光：

	 I.	 透過教導會眾認識聖經，發揮聖

經的道德公義影響力

  一般教會的信仰都會宣認「聖

經是我們信仰與生活的最高權威」。

除非我們是「非一般的教會」，我們

就必須教導聖經，尤其是在崇拜聚會

裡。沒有了聖經，教會還剩下甚麼？

牧者小心為了迎合會眾的口味而以時

事、笑話取代聖經教導，小心過份遷

就慕道或初信者而長期將崇拜變成慕

道班或佈道會，以至會眾長期缺乏神

話語的教導。基督就是真理（約十四

6），基督教會必須是個講解真理、

讓會眾著實認識聖經的教會。

	 II.	 透過勉勵信徒順服聖經，發揮聖

經的道德公義影響力

  聖經不只是要豐富我們對神、

對基督教的認識，更是要我們活在神

的心意裡。牧者不但要讓會眾認識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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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也要勉勵會眾願意順服和應用聖

經的教導，甚至願意付代價地活出聖

經的真理。

  關於這個，我們又可以從兩方面

來思想：

	 a.	 積極的應用：活出見證

  積極的應用，就是說在我們的日

常生活裡，積極思想聖經的教訓，積

極體貼父神的心意，積極活出真理的

樣貌。神看「聽道行道」為一件認真

的事情（雅一22）。面對社會歪風，

信徒當認真行道，為主作聖潔的見證

（彼前二9）。

	 b.	 消極的應用：對付罪惡

  消極的應用，就是說在我們軟弱

失敗犯罪的時候，我們要能認真的回

轉歸向神。不但個人要主動向神認罪

回轉（約壹一9），教會也要敢去處

理教會內部的罪行（林前五章）。當

我們看見就像舊約的以色列民那樣，

「世界已經進入教會」，「教會已經

跟世界混為一體」的時候，牧者當有

先知那種責備罪惡的勇氣。

牧者不去對付教會內部的罪惡，有

時是因為怕事怕人不想去對付；有時是

怕在不信的人面前暴露了教會的罪惡，

羞辱了神的名（羅二24）；有時則以林

前六1-4說信徒不可以在外邦人面前控告

信徒為理由，於是罪惡在教會裡不了了

之。但君不見先知坦蕩蕩地在大街上指

控同胞的罪惡（耶七）？君不見神呼天

搶地的邀請外邦前來聽審，因為神要跟

祂的百姓爭辯（彌六1-2）？

有 時 我 們 是 過 分 「 保 護 」 神 的 名

字，過分維護神的榮耀。神要求的，不

是在教會裡用藉口甚至詭計去粉飾神的

榮耀。神要求的，是牧者敢在神在人面

前正視罪惡，繼而敢以聖潔的真理去叫

教會得著糾正和更新。當社會看見信徒

聖潔的生活見證，又看見教會敢於對付

自己的罪行，聖潔與道德就鮮明地擺在

社會面前了，教會就向社會宣揚了「那

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了

（彼前二9）。

牧者並非社會的先知， 
但在教會裡發揮先知的功能

牧者是先知？我們看清楚了，現今

教會的牧者並不是「社會的先知」。他

首要的責任不在更新社會，改造世界。

但 他 要 在 信 徒 群 體 裡 發 揮 「 先 知 的 功

能」，教導信徒，潔淨教會─ 如果信

徒受教在社會上活出道德公義的生活，

牧者就同時影響著社會的道德公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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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道神學研究院2010年第七屆畢業班：
畢業同學 所屬教會 畢業後事奉工場／動向

神學學士　Bachelor of Theology [BTh]
1. 陳秀芬 宣聖會香港堂 銀行同業福音團契

2. 周月容 香港宣教會恩基堂 繼續進修

3. 鄭建偉 香港宣教會恩佑堂 等候中

4. 羅彩英 香港宣教會恩言堂 香港宣教會恩言堂

5. 麥偉倫 中華宣道會大圍堂 浸信宣道會啟業堂

6. 曾廣善 浸信宣道會明基堂 香港宣教會恩浩堂

7. 謝國昌 香港宣教會恩磐堂 等候中

8. 原香妹 新蒲崗潮人生命堂 等候中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MDiv]
1. 程玉雲 香港宣教會恩言堂 中華錫安傳道會華基堂

2. 成家浩 播道會觀塘福音堂 盛恩生命之家

基督教研究碩士　Master of Christian Studies [MCS]
1. 麥少華 香港宣教會恩錫堂 香港宣教會恩錫堂

教牧碩士—主修校牧裝備　Master of Ministry [MMin]- in School Chaplaincy
1. 陳慧儀 香港宣教會恩佑堂 香港宣教會恩佑堂

2. 莊萬里 宣道會葵芳堂 東方基督教會旭光堂

3. 霍慧香 播道會播道書院道真堂 播道會順安堂

4. 潘錦榮 九龍城浸信會 繼續進修

5. 鄧道明 宣道會北角堂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迦密聖道堂

教育碩士—主修牧關研究　Master of Education [MEd]- in Pastoral Care
1. 關栩楨 信望愛福音會旺角堂 繼續進修

2. 李文珠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恩堂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葵盛信義學校

3. 曾美珊 播道會景福堂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4. 黃頌強 大圍平安福音堂 宣教服事

5. 黃文欽 深水埗平安福音堂 培道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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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同學感言

陳秀芬
我能夠畢業全是神的恩典。願意以我的立志和事奉去感謝

神：

「一生依靠主的恩典和能力，作個有道可傳，有生命見證的

傳道人，

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以真誠和愛心去事奉主和服侍人。」

神學學士科〔BTh〕

鄭建偉
感謝神！祂帶領我進入衛道神學研究院接受裝備。

從師長的言教與身教，我看見「僕人領袖」式的牧者榜樣。

從同學們的一起生活與學習，我感受到有同一召命的同行者

的重要，可以成為我將來要走更遠的路的支持及鼓勵。

從家人的支持及鼓勵，我看見他們已經成為我重要的同行

者，他們催迫我更投入和努力去學習。

深願我成為合神使用的器皿，被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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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容
神深愛我，所以祂呼召我！我深愛神，所以我回應祂的呼

召！

五年的時間流水般就過去了。回想剛進學院時，像個小孩

子，甚麽都不懂。師長們付出許多關心和照顧來幫助我渡過一個

又一個的學期。在神學的知識和靈命上，他們耐心地教導，使我

漸漸被成全、被造就起來。老師不單是我的師長，有時真覺得他

們像是我的父親母親！我真的很感謝主將我帶來衛神接受裝備，

讓我在學院被磨練！我知道自己在生命與恩賜上還有許多待磨練

的地方，唯倚靠主去迎向前面的挑戰。

我願將心獻給主，因主的愛最珍貴；

我願終生去愛神，盡傾心意愛別人；

我願生命不枉費，獻我一生傳福音；

我願忠於主使命，我知主愛何寶貴；

我願盡獻身心來回應，神終會賜我榮美冠冕！

願榮耀、尊貴、權柄、能力歸給愛我的三一神！

羅彩英
願意從「信、望、愛」三方面去分享我畢業的感言：

1. 信─從學習的過程，更加體會自己的輭弱和限制。若不是

耶穌基督捨身救贖大愛，我沒法得到永恆的生命。因此，繼

續信靠順服是惟一的途徑。

2. 愛─在學習期間，我經歷神愛的無限豐盛。從學習中更看

見自己膚淺不足。畢業只是學習的一個里程碑，可以找到學

習的門路，就如進入尊貴府第的大門，看見大廳佈置華麗堂

皇，令我咋舌。內裏還有許多不同的內室供我好好瀏覽和研

究。基督的豐盛實在難以形容。

3. 望─未來的日子是充滿盼望的。無論事奉是否容易，靠著

加給我力量的神，祂要我作的事，我都願意去作，因為我不

是獨行的，而是有神同行。況且有很多老師和同學大在廳，

為我看守祝福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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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偉倫
「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

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林前二9）

在學院的這些年日，感謝師長們以身作則的教導，對學生們

的愛心包容，成為我們作牧人的榜樣。我更要感謝神的帶領、基

督的恩典、聖靈的引導。正如保羅所說，每當我以神為樂，選擇

行神的道路的時候，祂豐富的預備確是想像不到的。雖然人生不

斷有高低起跌，但總要繼續學習緊緊抓住上帝。

最後願以保羅在哥林多後書所分享的一番事奉的心跡作結：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林後五14上）願我一生都被基督

的愛緊緊抓住，並以此為動力去事奉神！

曾廣善
事主蒙恩廿多載

回想年青血氣礙 未能順服一而再

多番修剪被主改 甘願悔改效撒該

得蒙裝備神厚愛 服侍群羊磨能耐

勤作主工不飴怠 言行合一顯裡外

願作先知立時代 靠靈督責神同在

謙卑順服學等待 培育幼苗真理栽

福音大門今廣開 寶血權能罪遮蓋

把握時間作競賽 領人歸主擁進來

邁新一頁再精釆！

感激師長言教身教，語重深長！

感謝家人教會支持，沿途有你們！

願更多人能得造就，作主忠心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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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國昌
匆匆數年，轉眼畢業。

回望過去，學院生活。

師長循導，同窗互勉。

酸甜苦辣，四味學習。

主恩豐厚，難以回報。

迎接榮責，一生跟隨。

原香妹
「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林後六4)

感謝神，讓我在衛道神學研究院進修。在學習過程中，神讓

我面對自己生命的欠缺。雖然有眼淚、責備、糾正，但神的恩典

足夠我用，要我做個成熟的、神的用人。

感謝神。多謝家人體諒。每次趕功課時，家人幫我做家務，

給我專心學習，他們知道我是神的用人，在背後支持我。

神不斷用不同的方法磨練我，又給我機會，開拓我的新領

域，讓我發揮恩賜，讓我成為神的用人。為此感謝神！

學士科畢業同學 ─與教授們 ─合照

畢業姊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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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學碩士科〔MDiv〕

程玉雲	
生命恩典，如滔滔活水江河，湧流不息

竭力事主，如熊熊明燈火棒，終生燃燒

成家浩
感謝神！回顧四年在學院的學習生活，實在經歷了從神而來

的莫大恩典。原本為期三年的課程，但因本身信心及條件的限

制，首年及第二年只能以部份時間兼讀進修。心底裏根本不知何

時方可畢業。最終，感謝主給我信心和供應，讓我得以在第三及

第四年全時間攻讀，並得各師長教授詳加指點，有幸今天修畢學

院基本要求，完成學業。在此亦謹向學院教授團隊及行政人員致

以衷心感謝！

只因為我們都是同路人……

畢業姊妹․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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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研究碩士〔MCS〕

麥少華
感謝神，讓我在衛神以兼讀形式接受造就。回想這五年的學

習，我能完成此課程，實在是主無限的慈愛和恩典。

多謝家人的支持！多謝弟兄姊妹的鼓勵！

多謝師長們在課堂內外的教導和關懷，讓我體驗到牧者們身

教、言教的心懷。

多謝學生會悉心為同學們籌備師生退修會、日營、旅行等活

動，讓我們的身心靈得以舒展。願神繼續帶領學院，發展多元化

的課程，造就更多主的牧人。

教牧碩士〔MMin〕

陳慧儀
感謝神！在衛道神學研究院神學學士畢業至今已有六年，並

踏進牧會第七年。

非常感謝教會讓我可以透過安息年來進修。

亦感謝師長們用心的教導及悉心為我預備合適的學科，讓我

在學習上有很多新的體會及得著。

莊萬里
感謝神讓我可以完成教牧碩士課程，這是神豐富測不透的恩

典的明證。

感激老師們悉心的教導和無限的支持，使學生能夠再進一

步！

很懷念在神學院校園裡同學們的互相關心和彼此激勵。

願神保守學院成為我們在工場上背後的強大支援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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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慧香
二年多前成為堂會的駐校校牧，欣見衛道神學研究院開設有

校牧課程，正是自己事奉所需，於是毅然踏上這條學習的道路。

萬事起頭難，讀第一科時感到有些吃力，然而老師們的悉心教

導，讓我能勇敢地面對一科又一科，終於讀完十科，可以畢業

了。

老師！多謝你。面對學校廣大的禾場，無盡的學生、家長及

家庭的福音工作，校牧課程給我在知識及見識上多而又多，確實

獲益良多。藉此更多謝興學會及教會在學費上給予我的支持！

潘錦榮
「耶和華以勒」是我的經歷和感受！

鄧道明
「……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我如今所知

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林前十三

12）

雖是畢業，但確實感到還有許多地方未太懂！不知道的遠超

過所知道的。願那時那日快來臨！

在這裡我衷心多謝衛神每位老師及同工，若然沒有你們勞心

勞力的付出，我也不能有畢業的一天！願一切榮耀和頌讚都歸與

聖父、聖子、聖靈三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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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碩士〔MEd〕

關栩楨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感謝恩師悉心的灌溉。

　　笑笑的我走了，

　　正如我笑笑的來；

　　我抹一抹喜樂的膏油，

　　帶走同學見證的雲彩。

　　　　渺小的我走了，

　　　　正如我渺小的來；

　　　　我想一想耶穌的拯救，

　　　　不忘記天父的愛。

李文珠
感謝主保守我的一切！身為教師，要處理的校務繁多，真的

很需要神賜予智慧及平安。由踏入衛神的一刻，很感謝牧師們及

同學們的照顧、慰問及祈禱，讓我能學習、成長及服侍。此外，

感謝老師們的教導，讓我能更新自己及開拓視野，確定自己的

事奉崗位。蒙受神恩，施工樹人！但願所作的，不單能造就人，

更能審察自己，時刻更新自己的生命。「蒙召作領袖，委身作牧

人」，願一切榮耀歸予天上的父！

曾美珊
新造的人蒙感召，

得救確據終尋真。

立志裝備在衛神，

獻身侍奉報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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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頌強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一年容易過。在衛神這一年的修

業好像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今天畢業了，很快就要踏出工

場。

感恩神讓我在這所充滿「恩」也不忘「典」的神學院修業。

感謝學院各導師和同工耐心的言教身教。

感激各前輩學長的友善鼓勵。知道自己在生命與恩賜上還有

許多待磨練的地方，唯願以你們為榜樣，緊緊倚靠恩主，以至能

迎向前面的挑戰，回應主在我心中的感召。

黃文欽
「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

色列人。」(拉七10）

這是初信主時所定下的心志，盼望透過神學的裝備能更有效

地事奉神。

在此亦感謝衛神師長們悉心教導。願將一切榮耀歸給神。

學士科畢業同學 ─與教授們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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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師 宴 家 聚

全體應屆畢業同學 ─與教授們 ─合照

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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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宣 掠 影

旅 行 點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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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依次—謝國昌、成家浩、李師母、劉景苓、梁水嬌、劉致權、鄭建偉

學生會消息

2009-2010年度學生會活動及分享

1. 學生會於2009年10月19日晚上在學
院三樓舉行了首次的「學生聯誼晚
會」。大家除了共享一頓豐富的晚
餐，更有輕鬆的分享及遊戲。難得在
忙碌學習之中，享受著同學的愉快情
誼！

2. 學生會於2010年1月8-9日假西貢戶
外訓練營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師生退
修營」，主題：「好！... .牧人」。感
謝神，使用我們的教授李保羅牧師、
關越山牧師和劉志良牧師的精彩、豐
富又適切的信息，使我們在靈性、生
命和事奉上得到很大的造就及激勵。
加上同學之間美好的交誼活動和四周
優美的環境，讓我們身心靈都得著更
新！

3. 學生會於2010年4月6日舉行了「樂
在長洲好自遊」旅行活動。在熟悉長
洲環境的導遊同學帶領下，我們不單
在長洲享受了一天無拘無束的輕鬆假
期，更飽嚐長洲的美食甜品。

4 .  本 院 師 生 一 年 一 度 的 盛 事 「謝師
宴」，剛於五月三十日（日）晚上假
灣仔港灣酒店舉行。今年報名踴躍，
很快已額滿。七十多位師生校友聚首
交誼，頌讚感恩，還有應屆畢業同學
分享心聲，成為衛神一年一度的溫馨
家聚！

5. 每月第二、四個週四黃昏六時十五
分，同學們和老師們都會聚在八樓舉
行學院祈禱會，從禱告中我們除了經
歷彼此代求的重要，並學習關心別人
的需要。

6. 謹此多謝本年度六位職員：劉景苓、
梁水嬌、謝國昌、鄭建偉、劉致權、
成家浩。雖然他們和每位同學一樣的
忙碌，但仍樂意額外地付出時間與心
思去服事本院師生。願主特別賜福他
們的擺上！

7. 請為2010-2011年度新一屆五位職員
禱告：劉景苓、劉致權、胡嘉明、趙
家碩、孔雪玲。求主使用他們在學生
會裡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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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近況：
1. 本院訂於2010年6月13日（日）晚

上七時三十分假香港宣教會恩磐堂

舉行第七屆畢業典禮。應屆畢業同

學共21位。願神賜福使用他們的生

命事奉。歡迎本院友好Mr. Samuel 
J. Mitchell, Jr. (Vice President, Ashland 
Inc., President, Ashland Consumer 
Markets/Valvoline, Lexington, KY, 
USA) 蒞臨觀禮。

2. 至今年春季，本院共計有93位課程

同學。感謝神，他們在學院有美好

的學習。不少同學更反映很享受上

課學習時間。願神繼續帶領更多願

意接受裝備的弟兄姊妹報讀本院。

3. 本院與其中一個創院宗派香港宣教

會協辦的【「優質的事奉」信徒領

袖證書課程】反應十分良好，現已

有45位學員報讀。今年暑期是該兩

年循環課程的最後一個學科。首屆

將會有幾位學員畢業。求神使用他

們的生命，在教會事奉與牧者有更

美好的配搭。

4. 本院將去年步行籌款籌得的部份款

項用於改善圖書館的設施，除增設

書架及兩間電腦房的電腦設備外，

並加設十多個讀書檯以方便同學溫

習。圖書館的電腦系統已登記處理

約7千本書籍，並增訂了本地基督

教報刊及雜誌。請繼續為本院圖書

館的擴展禱告。

5. 暑期課程將於六月十六日（星期

三）開課；秋季課程亦將於八月

三十日（星期一）開課。歡迎查詢

報讀。今年秋季學期邀得鄺炳釗博

士、黃儀章博士、徐濟時牧師、羅

秀賢博士、沈德剛先生、馬勵勤先

生在本院授課，謹表謝意！

6. 本院於今夏七月廿四日（星期六）

早上九時至下午一時在本院三樓禮

堂舉行首次開放日─「神學、教

育、事奉日」。歡迎弟兄姊妹報名

參加，更多認識本院及神對你一生

的心意。

7. 感謝神！2010-11踏入衛神的第十

個學年。院董會決定了以下幾項十

週年慶祝感恩活動，包括（留意以

後的詳細佈告及宣傳）：

 a. Dr. M. Robert Mulholland Jr. 聖經

及靈命成長講座（2010年10月

8-9日〔五、六〕）

 b. 感恩聚餐（2010年11月底）

 c. 步行籌款（2011年5月初）

 d. 書籍出版及神學講座（2011年7

月中）：

 i. 奧爾森。《亞米紐斯神學─
誤解與真相》（Olson, Roger 
E. Arminian Theology: Myths 
and Realities. Downers Grover, 
Illinois: IVP Academic, 2006）。

 ii. 李保羅。《物敬天擇─從釋
經看預定揀選》。

8. 本院設立「新教授儲備基金」，為

增 添 教 授 作 準 備 。 關 心 本 院 事 工

者，歡迎查詢及奉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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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回 應 表 b

本院新一屆院董名單：

國際宣教協會代表： Dr. Jack Rea,  
 Dr. Bill Vermillion,  
 Dr. Rod Williamson

香港宣教會代表： 賴瑞林牧師、陳兆焯校長

香港循理會： 蘇劍冰牧師、麥永安牧師

基督教宣聖會香港區會代表： 鄺凱寧牧師

救世軍港澳軍區代表： 馬楊武少校

基督教協基會代表： 胡傑興牧師

獨立代表： 陳笑紅牧師、林華璟先生、 

 何漢榮牧師、歐萬斯牧師

本院院長： 李保羅牧師

一○年五月份總收入：

HK$144,815.20

一○年五月份總支出：

HK$252,416.84

一○年五月份不敷：

-HK$107,601.64

○九至一○年度迄五月不敷：

-HK$74,66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