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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釋經看
「主再來與千禧年」
有人預測2012年是主再來之年；也
有人預言香港時間2011年5月21日20時
39分是信徒被提之期。面對這些說話，
我們當怎樣回應？對於這等言之鑿鑿的
預測，主耶穌早已提醒我們要小心免被
迷惑，但主再來的應許卻是千真萬確
的。我們不用預測主再來的日子，但活
在現今這個末世的時代裏，信徒對主再
來的事情卻應該有個基本的認識。

李保羅牧師
（本院院長兼教務長、
聖經研究科教授）

和「無千禧年論」（主張沒有「前千禧
年論」所說的那種千禧年）三個基本的
看法。所謂「無千禧年論」，其實不是
說沒有千禧年；它不過是說「千禧年」
基本上是相當於現今的教會時期。所以
我們不如稱之為「現千禧年論」。
說到「千禧年」，啟二十1-6是最重
要的一段經文，因為在聖經裏就只有這
段經文說到「千禧年」；所以它怎樣說
到千禧年，千禧年就是個怎樣的千禧年
了。

關於主再來的討論，當中涉及的「主
再來與千禧年之間的關係」最為基要，
因為它在末世論的架構裏佔個建構性的
位置；它像塊磁石，叫許多末世論的經
文和理解都朝著它走過去。在這方面，
我們基本上有「前千禧年論」（主張基
督在千禧年之前再來；當中又特別再有
「時代論的前千禧年論」）、「後千禧
年論」（主張基督在千禧年之後再來）

說到啟二十1-6的「千禧年」，學者
通常都關心到：
1. 那「一千年」應該按字面去理解還是
作象徵去理解？
2. 那些「殉道和沒有受過獸的印記」的
信徒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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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頭一次復活」究竟是肉身的復活還
是靈命的復活？

猶大的心。
徒五3：彼得說：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
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
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

這些都是很重要和有意義的問題。
但本文嘗試以另一個話題作切入點，
就是啟二十3說的「魔鬼不得再迷惑列
國」究竟是甚麼意思，從而理解「千禧
年」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

林後四3-4：如果我們的福音蒙蔽，就是
蒙蔽在滅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
被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
榮耀福音的光照著他們。

說到「魔鬼不得再迷惑列國」，接納
「現千禧年論」的人留意到新約裏有如
下的經文：

林後十一14-15：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
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
役，若裝作仁義的差役，也不算希
奇。

太十二29：人怎能進壯士家裡，搶奪他
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才可
以搶奪他的家財。

弗二2：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
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
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
邪靈。

路十18-19：耶穌就對他們說：我曾看見
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我已
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踐踏蛇和蠍子，又
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斷沒有甚麼能
害你們。

帖前二18：所以我們有意到你們那裡；
我保羅有一兩次要去，只是撒但阻擋
了我們。

約十二31：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
的王要被趕出去。

提後二26：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
去的，可以醒悟，脫離他的網羅。

西二15：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
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
勝（或譯「神既然脫掉了那些執政
者、掌權者的官服，就在基督裏將他
們在凱旋行列中公開示眾」）。

彼前五8：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
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
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這些經文又讓我們清楚看見，撒但在
今天的教會時期裏仍然是相當的活躍，
毫無被捆綁、不得動彈的蹟象。

這些經文讓我們清楚看見，因著基督
的第一次來臨，撒但已經被捆綁、被趕
逐失勢了。

學者這樣各取所需地建立自己的理
論，固然讓我們看見各別的理論都有聖
經的根據，但卻也同時叫我們看見聖經
好像在自相矛盾！

但接納「前千禧年論」的人卻又留意
到新約裏也有如下的經文：
路廿二3：這時，撒但入了那稱為加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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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聖經真的自相矛盾嗎？

但是，撒但在那一千年裏不得再迷惑
列國，究竟是說不得再做甚麼？「迷惑
列國」究竟是甚麼意思？「迷惑列國」
是否指撒但在地上列國萬民心中做蒙蔽
的工夫，使福音真光照不著他們？這個
當然也是魔鬼所一直積極去做的。但啟
二十7-9讓我們看見一個更確實的圖畫：
經文說撒但被捆綁一千年獲釋之後，牠
就著手「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就是
透過迷惑的手段，聚集地上的列國，使
結集成一個「人數多如海沙」的大軍，
去攻擊神和祂的子民，與他們爭戰（啟
二十8）。實情顯然不是說撒但現身，
做了全軍的統帥；情形顯然是透過迷惑
（包括誤導、欺騙）的手段，促使當時
某個可以動員地上列國的軍力的人物去
攻擊神和祂的子民。這個正是一種帝國
（或類似帝國）的情形，魔鬼透過迷惑
帝國之君就可以操控帝國的一切──就
像早期教會所身處和面對的羅馬帝國的
情形。事實上，啟示錄就是用了「巴比
倫」和「羅馬」（帝國）去代稱或象徵
末日那個攻擊神和祂的子民的勢力。那
是一個「帝國式」的勢力。

非也！
再細讀一下上述的經文，我們就不
難發現一點：用來支持「現千禧年論」
的經文涉及撒但原則性、一次過的被捆
綁，而用來支持「前千禧年論」的經文
則涉及撒但在個別信徒或非信徒的處境
裏做攪擾阻撓的工作。
這個分析和分別重要嗎？重要！因為
它正涉及啟二十1-3說的「撒但被捆綁」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啟二十3說：撒但在「千禧年」的一
千年裏被捆綁，目的是「使牠不得再迷
惑列國」；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後必
須暫時釋放牠（或譯「將牠釋放一段短
時間」）。「不得再」是翻譯m4…eti “
( no
more”)。這個「再」字(eti)很重要：
1. 它叫我們向將來前瞻：它暗示撒但在
千禧年之後獲得釋放的那段短時間
裏會「再」迷惑列國。事實上，啟
二十7-8就說到這個。雖然那裏沒有
再用這個「再」字，但意思是明顯
不過的。所以我們可以在啟二十7-8
的「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一語之前
補充個「再」字，將經文譯作：「那
一千年完了，撒但必從監牢裡釋放出
來，牠會出去再迷惑地上四方的列
國」。

啟二十3叫我們向將來前瞻，讓我們
看見上述的情形。
啟二十3也叫我們往過去回望：事
實上，我們看見在基督第一次降臨之時
和之前，就是在舊約以至新約初期的日
子裏，撒但就是一直透過先後興衰的帝
國（先後有亞述、巴比倫、波斯、希
臘、羅馬）去敵對神和祂的子民（舊約
為以色列民，新約為信徒）。這些帝國
如果對神的子民有任何正面的貢獻（例

2. 它也叫我們往過去回望：它暗示在撒
但被捆綁一千年之前，牠是一直在
「迷惑列國」。牠被捆綁，那就使牠
不得再迷惑列國，不得繼續迷惑列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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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波斯帝國使被擄的猶大人歸回，甚
至資助重建聖殿和城牆），都不過是神
直接的介入使然；那都不是這些帝國立
心敬畏神和善待神的子民。但十13, 20
就提到「波斯的魔君」和「希臘的魔
君」。不管我們怎樣翻譯經文中\ar一字
（或譯「魔君」、「領袖」、「護衛天
使」），它都透露著在這些帝國背後有
著一股強大的靈界勢力在操控著，要透
過帝國的勢力跟神和祂的子民對抗。

為期一千年的「千禧年」。這樣，許多
末世論的經文都要朝這個方向來理解和
整合了。
是的，在現今的教會時期裏，撒但仍
有所作為，牠在世上仍有牠的影響力。
誠如幾處經文所說的：
～
～
～
～

這樣，所謂撒但在千禧年裏被捆綁，
「使牠不得再迷惑列國」，意思就是說
使撒但在那一千年裏不得再像先前那樣
迷惑列國，在那一千年裏不得再透過帝
國去結集一股強大的勢力去敵對神和祂
的子民。

牠在不信的人心裏作攪擾的工作；
牠在相信的人心裏作試探的工作；
牠在列國裏和列國間有攪擾的工作；
牠也嘗試攔阻神和祂的僕人的工作。

綁」，是說雖然撒但仍然活躍在世
上，但牠的能力已被大大限制，牠
（和牠的手下敵基督和假先知）都不
可以在今世迷惑列國成為一個單一勢
力或帝國去敵對神、敵對神的子民。

神在如今的教會時期裏捆綁撒但，
使福音和教會不再受帝國式的惡勢力所
攻擊，可能就是要讓福音得著更好的傳
播空間，得以在末期來到之前傳遍天下
（太廿四14；提前二1-4）。

從這等角度來看，「撒但被捆綁」一
語究竟應該按字面或按象徵來理解已經
不是那麼重要了。

來到文章的尾聲，我們將上文所作的
分享表列如下，作個撮要：

但是，又誠如幾處經文所說的，撒但
已經被捆綁、被摔下來、被趕出去；牠
不能再策動列國成為一個單一勢力或帝
國去敵對神、敵對神的子民。
至於「撒但被捆綁」一語應該按字面
來理解還是按象徵來理解，我們可以有
如下不同的看法：

事實上，自從基督教在主後第四世紀
初（君士坦丁312年《米蘭諭令》）成
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後，當中固然也帶
來對基督教和基督教信仰另一個層面的
影響，但至今就實在是再沒有興起過一
個統領地上列國去敵對神和祂的子民的
帝國。

1. 按字面來理解：所謂「撒但被捆
綁」，是說撒但實在已經被捆綁，在
無底坑裏動彈不得。牠在今世不再有
任何作為，就是不再有任何直接的作
為。現今世上一切的惡事，都是牠的
手下敵基督和假先知作的。從這個角
度來看，撒但既是透過敵基督和假先
知來有所作為（啟十三2, 11-12），
現今一切的惡事也可以說是撒但間接
的作為。不過，縱然撒但可以透過敵
基督和假先知來有所作為，神卻實在
已經將牠捆綁，使牠不得發揮力量透
過牠的手下去策動列國成為一個單一
勢力或帝國去敵對神、敵對神的子
民。

如果上述對啟二十3的理解是正確的
或是可以接納的，說在教會時期之後再
有個「千禧年」（就是說在教會時期撒
但不可以迷惑列國成為一個帝國去敵對
神和祂的子民的日子之後，會再有一千
年撒但不可以迷惑列國成為一個帝國去
敵對神和祂的子民），是沒有甚麼意義
的。
這樣，啟二十3說撒但被捆綁一千
年，簡單來說，乃是指著現今的教會時
期來說，而不是說將來在末世會有一個

2. 按象徵來理解：所謂「撒但被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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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了啟二十3的「千禧年」問題，不等於我們對末世事件已經通盤明白了。末
世論當中一些重要的話題，例如但九24-27的「七十個七」，太廿四至廿五章的「耶
路撒冷被毀及末世大災難」，還有啟示錄的「七印、七號、七碗」……還需要多作思
考。這些事情，我們都會在今年秋季學期的「啟示錄」一科裏一起探討。如有興趣或
需要，歡迎你來報讀，一同透過啟示錄去學習神的教導。
無論如何，請記得彼得給我們的提醒：「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你們為人
該……聖潔……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
的都要被烈火鎔化。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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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道神學研究院 2011 年第八屆畢業班
畢業同學
所屬教會
MDiv 道學碩士
陳麗明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
伍少芬
香港宣教會恩澤堂
趙家碩
香港宣教會恩光堂
林偉傑
香港宣教會恩基堂
羅樂華
香港宣教會恩田堂
吳寶贊
宣道會宣基堂
潘錦榮
九龍城浸信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
等候中
宣道會大埔堂
香港宣教會恩基堂
宣教服侍
宣道會宣基堂
宣教服待

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
陳少芳
基督教善樂堂
汪高賢
長沙灣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善樂堂
等候中

MM 教牧碩士
潘廣武
南亞路德會荔景堂

九龍城基督徒會博康堂

MEd 教育碩士
梅志業
深水埗平安福音堂
梅德文
尖沙咀浸信會
李禮和
中華聖潔會
王俊傑
大圍平安福音堂
楊貴福
基督教以便以謝堂
林展逵
基督教會恆道堂
鄭少瓊
基督教會恆道堂
蔣如鳳
沙田浸信會
蔡麗君
中華基督教會英華堂
梁心賢
九龍城福音堂
黃珮珊
教會聚會所 ( 基督徒管家 )

靈糧堂怡文中學
靈糧堂怡文中學（繼續進修 MCS）
國際更新教育學院
大圍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以便以謝堂，鳳溪創新小學
宣教服待
宣教服待
迦密聖道中學
宣明會
九龍城福音堂
基督教興學會

BTh 神學學士
劉致權
觀塘潮語浸信會
劉景苓
香港宣教會恩言堂
梁水嬌
神召會天恩宣福中心
葉子英
香港宣教會恩基堂
邱麗娜
香港宣教會恩磐堂
楊桂英
觀塘潮語浸信會

觀塘潮語浸信會
香港宣教會恩言堂
繼續進修
等候中
等候中
三元福音倍進佈道

DipCM 事工文憑
梁建明
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

繼續進修 B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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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同學感言

畢業後事奉工場／動向

MDiv 道學碩士
陳麗明
感謝上帝的帶領，使我能到衛神學習。在這幾年
裡，衛神給我的不單是聖經或神學上的知識，最重
要是教導我如何成為一位牧者，主的僕人。老師們
在屬靈生命上的分享及在教學上的盡力，也成為了
我日後作牧者的好榜樣。

伍少芬
感謝李保羅院長，各董事、老師和同工們給我的支持、
教導及學習上的扶助，讓我完成神學裝備。在衛神享受
到從基督而來的肢體相愛，是我嚮往的；並且在衛神得
着很多美好的學習，是我感恩的。願我們努力面前，好
得着那不能壞的冠冕(林前九25)。

趙家碩
感謝神呼召差遣我，感謝神供應預備，感謝
神領我走窄路，感謝神賜我勇氣；
感謝神讓我作牧人，感謝神事奉得力，感謝
神使我竭力跑，到那日得見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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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

林偉傑
感謝神使我能在學院進修學習！
多謝院長和師長們的悉心教導！
多謝家人的支持、鼓勵和忍耐！
多謝教會牧者和弟兄姊妹的禱告和支持！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將榮耀歸與神！

陳少芳
感謝神！自己以一位「三無」的信徒──無能力、無知識、
無體魄，進入衛神學習神的話語，不知不覺已多年。回頭思
想一下，原來踏進豐盛的生命，就是我最大的收穫。現在用
小小感恩之言與大家分享，共證主恩！
衛神尊父名為聖，
道路聖靈光照頻。
神僕教導聖言訓，
學效基督十架行，
研習喜遇同路人。
究竟何如報主愛？
院訓委身作牧人！

羅樂華
多謝老師們多年悉心的教導、栽培和愛護。
多謝教會、太太和家人的支持和關懷。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詩二十三3）
院長說過：「衛道神學研究院是一間甚麼樣的神學院，
就要看同學們在工場上怎樣事奉了。」
我畢業了，我是身負重任的，
我要為耶和華的名竭力走那義路！
我要為衛道神學研究院的名加倍努力！

汪高賢
感謝上帝，學習中得助於師長們悉心
啟迪、同學間互相勉勵，更能瞭解上
帝話語要義，以堅固所信的道，並效
法實踐。
向師長同學致謝之餘，不容缺少的，
還得感謝太太對我在學習上的支持。
體驗出認真尋求真理的，主必開路。

吳寶贊
感謝神帶領，讓我能夠在「衛
神」全時間接受裝備，多謝師
長們的悉心教導，同學們的鼓
勵、代禱和支持，教會同工和
弟兄姊妹的代禱，更重要的就
是多謝妻子對我的包容和接
納，母親和孩子們對我的支
持。感謝神一直以來信實的帶
領和慈愛的恩典，願一切榮耀
和頌讚都歸予三一真神。

MM 教牧碩士

潘廣武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林後十二9）

潘錦榮
耶和華以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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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 教育碩士

王俊傑
梅志業

感謝神讓我可以在衛神進修，想到在這裡學習依靠神和
有機會更深入的研讀神的話，從各老師和同學的生命中
學到很多寶貴的功課，這真值得我去追求及認識。所付
出的雖然辛苦困難，但內心因能更明白神卻是充滿感恩
喜樂。願一生去追求神的心意，為主而活。

我，甫踏進衛道神學至聖之學院，
蒙神恩召重回校園，歷艱辛如江流石轉，
莫忘恩師旦夕勤學相勸，今喜見畢業之夢能圓！
我，猶記院長兼擅新舊約希臘之長，
劉牧通於「堂校」用兵點將，事主從無較量，
業師模範之顯彰，勉掖後進向上，薪火相傳為主矢志剛強；
我，慨歎驪歌輕奏，晃動畢業的衣袖，
各向東西兩處走。不！是穿上軍裝嚴陣等候，
為主爭戰誓不回頭──哪怕生死離愁？哪管毫無成就？
我，遺下一鱗半爪，不足以寄意；
書下片言隻語，不足以懷人……
「本衛道之心，行衛道之事，成衛道之人。」
謹以此語，願與眾師長及同道共勉旃！

楊貴福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賽
五十五8）
學習校園牧關之前，我以為校園與教會服事相似，
只是對象換了老師、學生和家長。感謝神藉著課程
讓我眼界大開，改變了我的膚淺觀念，也教我從學
校角度去認識教會在校園的角色；我現在對校園牧
關事奉多了點信心。

梅德文

林展逵

感謝神給我在衛神三年的學習時光，這裡是—個大家
庭，老師親切友善，學養豐富，教學認真；同學很多
時又會互相關懷問候，分享食物。無論是在課室內或
『西貢星』，我都感受到溫暖的氣氛。再次感謝老師
們的教導，願神繼續祝福衛神！

能與衛神師長、同學愉快地渡過一年的學習
生活，實為神給我的恩典。盼望裝備後再上
戰場，能為主得著更多寶貴靈魂，靠主勇往
直前，克服前面艱鉅的事奉，作個至死忠心
的戰士！

李禮和
感謝神的恩典，讓我在今年畢業。
這幾年間，神讓我學習，雖然不敢說讀得好，但仍然有所得
著，造就自己對神要忠心，要竭力追求神的心意。神的心意
是要我降服，將餘下的人生和餘力，盡量為主而用。我知道
畢業是一個認同，是一個新的里程碑，可以將我所學的去為
主而活、去牧養和關愛有需要的人。願神使用我這一個多有
欠缺的人，重新立志為主燒盡，榮耀主名。
10

鄭少瓊
Philippians 3:12   “Not that I have
already obtained all this, or have already
been made perfect, but I press on to
take hold of that for which Christ Jesus
took hold of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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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h 神學學士
蔣如鳳
一切都是感恩，報名時沒想到這麼快修畢這個碩士
課程。過程非常開心且充實，因為有悉心教導的教
授，又有熱心事奉的同學，基督教教育的心志深受
激勵。感謝主！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神我的救主
為樂。

劉致權
感謝神！我可以在「衛神」學習，學院生活讓我感受到
家的感覺。師長們不單在知識上有悉心教導、更在信仰
生命上作模範榜樣、還有生活事奉上有關懷代禱。我在
這美好環境下學習，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轉眼四年學
習完結了。讓我向各位師長說聲：「謝謝！」

蔡麗君

劉景苓

「所以，我親愛的弟兄們，你們務要
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做主
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
是徒然的。」（林前十五58）

感謝耶穌對我的大愛，使我得着救恩；
感謝教會對我的栽培，令我健康成長；
感謝聖靈對我的呼召，讓我蒙恩事主；
感謝衛神對我的裝備，教我裝備為神；
感謝師長對我的教導，讓我熱心事主；
感謝同學對我的勉勵，令我委身建立；
感謝天父對我的厚愛，使我傳頌救恩！
感謝神讓我能在衛神裏學習，這處就像一個滿有基督之愛的
大家庭，聖經話語實踐的教導、老師們言教身教的榜樣、同
學們互愛互勉的學習，讓我的生命再次被建立和塑造。甚願
能成為合神使用的器皿，並將一切榮耀都歸給神！

梁心賢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
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
得的獎賞。」（腓三13-14）

蒙神愛，委使命；
召我行，身心能；
作領袖，作牧人；
領教會，牧羊群；
袖手難，人委身！

黃珮珊
「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林前
十五10上)
「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
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
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提前一15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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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水嬌
感謝神！帶領我在衛神四年學習的日子，無論在學習
上或在經濟上，我沒有一樣是可以承擔的，起初擔心
功課追不上又擔心沒錢交學費，得著老師們的謙卑教
導和同學們的幫助，並在四年裏不住的仰望神，神豐
足的供應，使我沒有一樣是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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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子英
感謝神！感激衛神！
「衛神」――陶造我傳道生命的家。
主的真理建立我
四年神學裝備中，不是知識造就我，而是神藉祂的話，操練
我――更新及整全我的事奉生命。
主的僕人建立我
十分感激老師們，付上無盡愛心，栽培我靈命成長。不單是
言教，也是身教作我的師傅――主的謙卑僕人。

應屆畢業同學畢業照

邱麗娜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神。
三載時光匆匆過，感謝神恩陶造我。
神的恩典常看顧，叫我效法主基督。
師長傳授不吝嗇，榮神益人牧主羊。
外子默默地付出，家人支持不可少。
弟兄姊妹的支持，更添色彩和激勵。
矢志愛神又愛人，竭力做個好牧人。

楊桂英
感謝主，完成了一個學習階段，謝謝老師們的悉心
教導，不論在神學知識的領域上，在屬靈生命的造
就上，都給了我很大的指導，幫助我更清楚和體會
到「蒙召作領袖，委身作牧人」的意義，對我在事
奉上有很大的鼓勵。

DipCM 事工文憑
梁建明
神的恩典讓我能在衞神進修神學，在這些年間要感謝師長們
的悉心教導、親切慰問及功課上的包容。在夜間上堂是很累
的，70%精神用於學習，30%用於與疲勞和飢餓鬥爭，真是
苦啊！感謝有同學們提供的提神食物。所以在衞神讓我不但
在神的知識上學習，還在肢體相交上有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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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obert Mulholland
屬靈成長專題講座

2011 師生退修會

應屆畢業同學畢業照

學院十週年
感恩籌款晚宴

歡送同學返國內
宣教服侍

2011 西貢北潭滘步行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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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年度學生會事奉分享
胡嘉明（學生會會長）
我很高興今年度有機會成為學生會會長。能夠擔任會長之職，並不表示我有甚麼
過人之處，只是師長與同學們給予我有學習服侍的機會。今年我在學生會事奉，體驗
到職員會有三火：火熱事奉、火速辦事、火切回應！當中的職員會包括了三位畢業的
同學：文書與副主席──火速能手，以高效率完成會議記錄的劉致權弟兄；財政──
以精算的頭腦管理財務的趙家碩弟兄；康樂──以開心果帶來職員會很多歡樂的劉景
苓姊妹。他們都是忠於主所託的師兄姊，提攜新手的我與孔雪玲姊妹（聯絡──文采
非凡，學生會的精彩通告都是出於她手筆）。
在這年的事奉當中，我很感謝主賜我們有同心、同樂、同哭的合拍配搭；不單是
要合作完成某某項目，而是大家能以愛心，為著對方的好處而有適切的調校，就好像
打籃球一樣，彼此顧及對方的需要，因而自動補位。在大家感到前面有難處時，我
們亦真誠地說出難過之處，以禱告來到神面前，同心為大家禱告。神果然就在我們當
中，成就祂的美事。
這年度學生會所服事的項目如下：
☛ 2010 中秋迎新會
☛ 2010「香港神學生聯禱會」聯禱日（負責宣傳）
☛ 2011 師生退修營
☛ 2011「香港神學生聯禱會」神學生日（負責設計及記錄問卷）
☛ 2011 聯誼午餐（步行籌款後舉行）
☛ 2011 謝師宴

學院近況
1. 本院第八屆畢業典禮訂於2011年6月12日（星期日）晚上七時三十
分假香港宣教會恩磐堂舉行。本院應屆畢業同學共二十八位。由本
院創院宗派之一香港宣教會主辦、本院協辦的「香港宣教會『優質
的事奉』信徒領袖證書課程」首屆畢業典禮亦同時舉行，共有八位
學員畢業。願神賜福使用一眾畢業同學的生命與事奉。
2. 本院今學年（2010-11）聚餐及步行等籌款活動共得近五十萬港元
奉獻，使學院師資得以擴充，為此感謝神；亦祝願眾奉獻支持者同
蒙恩惠。
3. 本院新增「基督教研究副學士」課程。詳情參本期通訊簡介。
4. 本院2011-12年度各課程現正招新生。歡迎有志接受裝備的弟兄姊
妹報讀。
5. 本院同工動態：
a. 本院聘得「徐濟時牧師」為本院神學哲學科助理教授，由今年八
月一日起上任。徐牧師有多年牧會、神學教育及文字服事的經
驗。現於東南亞神學研究院修讀神學博士課程。
b. 本院教牧事工科副教授（兼校園牧關課程主任）劉志良牧師將於
今年八月底離任。本院感謝劉牧師自2006年起參與本院的事奉，
並帶動開辦「校園牧關課程」。劉牧師願意日後以客座講師身份
協助本院教學。願神帶領劉牧師往後的事奉，成為更多人的祝
福。
──為此，也請為本院物色教牧事工科同工禱告。

☛ 設計與出售衛神風褸

c. 本院院董陳笑紅牧師現於信義宗神學院修讀教牧學博士（主修教
牧輔導），將於今年七月一日起擔任本院「學生輔導」（義務）
一職，於本院任教教牧輔導科及為本院同學及校友提供輔導關
顧。

學生會能夠負責以上項目，實
在要感謝師長與同學們的支持與協
助，甚至是衛神的校友也鼎力支持！
衛神就像一個大家庭，讓我們在當中
得著彼此造就與勉勵。

d. 本院邀得本院道學碩士科校友（2010）成家浩先生擔任本院「拓
展主任」（義務），帶領本院的宣傳及拓展事工。

盼望明年的學生會繼續得著大家
的支持，同心在這裝備的路上，成為
彼此的祝福與鼓舞！

6. 圖書館近況：本院圖書館將於來年加強期刊及電子書刊方面的發
展。請記念。
7. 本院暑期課程：參有關宣傳簡章，歡迎查詢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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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新一屆院董名單
本院院董會通過由2011-12學年起
開辦「基督教研究副學士」課程
為鼓勵及幫助教會信徒領袖在聖經、神學、事
奉及靈命等方面踏出進深裝備自己的重要第一步，
本院將開辦「基督教研究副學士」課程。詳情如
下：
1. 依手續報名入學。
2. 入學要求：與「基督教研究學士」課程的入學要
求相同（請參有關資料）。
3. 學分及畢業要求：只需完成64個學分。
4. 學費：每學分港幣450元
5. 本「基督教研究副學士」課程可銜接於本院「基
督教研究學士」課程。「基督教研究副學士」畢
業同學可申請繼續修讀本院「基督教研究學士」
課程。一般情形，同學只需多讀64個學分，滿足
「基督教研究學士」課程的要求，即獲頒「基督
教研究學士」學位。
如有查詢，請與本院教務處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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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笑紅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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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宇光牧師
獨立代表：
林華璟先生
何漢榮牧師
陳兆焯校長
歐萬斯牧師
本院院長：
李保羅牧師

本院財政近況
2011年4月份總收入：
HK$156,641.80
2011年4月份總支出：
HK$206,548.41
2011年4月份不敷：
-HK$49,906.61
2010至2011年度迄4月盈餘： HK$671,390.01
（含本年籌款金額）

回 應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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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願意收閱「衛道通訊」（□ 本人願意收閱電郵版通訊）。
□ 本人正在思索蒙召作全時間的事奉，請與我聯絡。
□ 本人有意報讀衛道神學研究院的課程，請與我聯絡。
□ 本人願意關心衛道神學研究院的事工。請寄上衛神的代禱資料。
□ 本人願意奉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支持學院的經費。
（支票抬頭寫「衛道神學研究院有限公司」）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牧師/先生/小姐/女士）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日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版：衛道神學研究院
地址：香港九龍大坑東棠蔭街五號地下
電話：(852) 2777-7521
傳真：(852) 2777-8220
網址：http://uwgi.church.org.hk 電郵：uwgi.academic.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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