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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美好的仗……

為本院首任院長
於2020年7月1日退休

人生是由不同的階段組成，像火車從
一個站駛到另一個站，而最終就要去到終
站。當保羅的事奉人生將近終站的時候，
他在提後四7-8回顧他一生的事奉說：

心做個忠心的人。所以我們可以相信保羅
在提後四7-8並不是要用事奉的成績來肯
定自己，更加不是要去誇獎自己。他只是
在向提摩太剖白自己，說他一生都在忠心
服侍主。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
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
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
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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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三個事奉的向度
保羅一生怎樣忠心事奉呢？他在這裡
分享他三個事奉的向度，當中看來是分別
對應著三個不同的群體：
1.「美好的仗」：面向不斷攻擊他的猶太
人

保羅在林前四1-3說：「 1 人應當以我
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祕事的管家。 2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3 我被你們
論斷，或被別人論斷，我都以為極小的
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意思是保
羅不會去評論自己事奉的成敗得失，只留

這裡說的「仗」不是真的打仗，而是
指事奉上的難處、攻擊、苦難。
保羅從蒙召事奉（約主後35）到行將
殉道（主後67），前後約33年，當中盡是
為主受苦，而這些事奉上的苦難基本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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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來自那些攻擊他的猶太人，包括不信的
猶太人和一些主張外邦人也要守律法受割
禮才可以得救的「猶太信徒」。他所經歷
的苦難，使徒行傳也有記載，而保羅在哥
林多後書裡就有三段經文（林後四8-11，
六4-10，十一23-33）分享他在先前的事
奉路程上所經歷過的苦難。

「教內人」
這裡說的「道」跟上文說的「路」不
同。這裏說的「道」是指「基督信仰」，
就是保羅信主後從主耶穌所領受的福音真
道。但無奈有人要將福音扭曲，或將它跟
別的教理混雜，將信仰變成異端。這正是
三封教牧書信（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
裡面一個重要的主題，反映異端是當代教
會所面對的一個重大挑戰。但保羅在這裡
說 ：「 我 守 住 了 」。「 守 」 不 但 說 保 羅 個
人持守住福音真理，更是說他將福音信仰
「守護、保存」在教會之內。提前一20
和提後二17就提到保羅將傳異端的人逐
出教會。

事奉上的苦難之所以是「美好的」，
一方面是因為那是神為他所預備的人生，
另一方面是因為那是為叫別人得福音的好
處而忍受的。
這場仗，保羅打過了。他身上的傷痕
就是最明顯的證據。
2.「當跑的路」：面向廣大未信的猶太人
和外邦人

這裡的經文同樣原沒有說「所信
的」，《和合本》在翻譯時加以補充同樣
無可厚非，因為神將福音真理交託給保
羅，就是要他和眾教會堅定去相信的。

這裡說的「路」不只是一條道路，
其實更是指一個「賽程」。保羅在林前九
24也用了「賽程」一語來比喻他事奉的
人生：「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
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
你們得著獎賞。」從上文林前九19-23來
看，這是一條傳福音的道路。保羅用「賽
程」作比喻，大概是喻意要做好準備，把
握機會盡力去傳福音。

你要像我一樣忍受苦難，好像基督
耶穌的精兵。
4
沒有一個當兵的是可以同時過普通
市民的生活而又可以使那個招兵的
人歡喜的。

3.「所信的道」：面向正在冒起傳異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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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比喻「士兵」，正對應著保羅說的
「打仗」：蒙召作領袖，教牧就要像士兵
那樣剛強地打那美好的仗；

2.

第二個比喻「運動員」（尤其是參加賽
跑的運動員），正對應著保羅說的「賽
道」：蒙召作領袖，教牧就要像賽跑健兒
那樣好好按規矩跑完當跑的宣教或傳道的
賽程；

3.

第三個比喻「農夫」，正對應著保羅說的
「信仰」：蒙召作領袖，教牧就要像農夫
那樣先好好下苦功掌握並堅守所領受了的
真理信仰，好能裝備信徒，建立教會。

─因為保羅就是那樣忍受苦難的。
我們知道，雖然保羅說要忍受苦難，
但「忍受苦難」本身並不是目標，目標是
忍受苦難從而能夠完成神給他的託付。所
以，這裏三個比喻的重點其實不在指出各
有不同的苦難，重點是有關的人物可以怎
樣忍受苦難，繼而可以完成任務：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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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路，保羅跑過了。三次宣教旅
程、上訴凱撒的自辯，還有其後的奔波，
都留下了他的福音足跡。

1.

~ 要像基督耶穌的精兵那樣忍受苦難；
~ 要像運動員那樣忍受苦難；
~ 要像農夫那樣忍受苦難；

B. 三個事奉的比喻
在此，我們留意到保羅在上文提後二
3-6用了三個比喻勉勵提摩太要像他那樣
剛強事主：

我們留意本段經文的思路：
保羅勉勵提摩太要剛強，要像他那樣
忍受苦難，就是：

1.

經文原沒有說「當跑的」，但《和合
本》在翻譯時為求字句工整而加上去，那
是無可厚非的。神選召我們去奔跑的傳福
音之路，一定是當跑的賽程。

在此，我們看見這三個比喻其實又是
對應著保羅在提後四7的自白，並提醒我
們事奉應有的態度：

*

這個「道」，保羅守住了，叫神的救
恩真理可以有力地承傳下去。
面對這三方面的群體的挑戰，保羅用
不同的方法去面對，或是無懼忍受，或是
勇敢宣講，或是執行紀律。這三方面的事
奉組成了保羅的整個事奉。

任何參加競賽的，除非他按規則來
競賽，否則就不能得到冠冕。
6
勞力的農夫，他必須先行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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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三個事奉的心靈
保羅固然在上述三方面的事奉都堅毅
不屈，但他自知將要殉道了，是時候交棒
給身為「承傳福音者」（提後四5；比較
弗四12）的提摩太了。但提摩太又如何
能夠在他自己的事奉路上也像保羅那樣貫
徹始終呢？

精兵的目標是作戰勝利；精兵的苦難是要
捱得過受訓時的嚴格要求以至作戰時的絕
對服從。精兵要怎樣做才有機會成為精兵
以致作戰可以勝利呢？他要全程全心去專
注投入，不能分心旁騖，我行我素。

保羅除了在提摩太後書裏有多方的勉
勵，他也透過提摩太後書的寫作結構給了
提摩太一個提示。我們看見提後四6-8是
跟上文提後一3-7前後對應的：

運動員的目標是作賽勝出；運動員的苦難
是要捱得過賽前的艱辛操練以至作賽時的
激烈比拼。運動員要怎樣做才有機會勝出
呢？他要嚴守規則去備賽參賽，不能私用
禁藥，巧手犯規。

￭

農夫的目標是耕種有收成；農夫的苦難是
要捱得過犁地、撒種、除草、滅蟲以至收
割收藏整個辛勞的過程。農夫要怎樣做才
有機會得著收成呢？他要先行飽食去強身
得力，不能起居無定，三餐無常。

上款（提後一1-2）
A. 為提摩太感謝：提摩太職事的開始（提
後一3-7）
（中間部份的結構分析從略，但記
得提後二3-6有「士兵、賽跑健兒、
農夫」三個比喻）
A'. 為 自 己 作 剖 白 ： 保 羅 職 事 的 完 結
（提後四6-8）

關於提後二3-6這段經文的翻譯和註解，可參筆者
《教牧書信》（聖經結構式註釋）有關的分享（有
興趣的，可於www.ruthenpaul.com/freebooks
免費下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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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款（提後四9-22）

長，以基督的信仰去明辨生活的處境。

在前段（A. 提後一3-7）裡，保羅說
神在呼召提摩太和我們去服侍祂的時候已
賜下「剛強、仁愛、謹守的心」。神將這
三方面的心靈賜給我們，相信就是對應著
我們在事奉上有關的三方面的需要。

My Days with UWGI……till My Retirement

這樣，我們看見上述三段經文有著這
樣前後互動的關係：
提後一7

這個「心」，原文作「靈」，可以指
「人的心靈」，也可以指「聖靈」，或者
是兼具兩方面的意思：因為神將「剛強、
仁愛、謹守的聖靈」賜給我們，是要讓我
們擁有「剛強、仁愛、謹守的心靈」。動
詞「賜」意味著我們是可以擁有的。或說
神既賜了，做牧者的就要加以操練運用，
藉以堅定自己，然後帶領會眾邁步向前，
迎向挑戰。

提後二3-6

seven participating denominations: One
Mission Society; Hong Kong Evangelical
Church; The Salvation Army Hong Kong
and Macau Command; the Church of the
Nazarene Hong Kong District Ltd; the
Free Methodist Church of Hong Kong; the
Wesleyan Church, North America; and the
Church of 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 Hong
Kong Ltd. I want to express my personal
gratitude for these other organizations that
joined One Mission Society in this vision.
Through our joint efforts and input, we
have done what we could not have done
alone.

剛強的心 仁愛的心 謹守的心

↨

↨

↨

士兵的 賽跑健兒 農夫的
比喻
的比喻
比喻

↨

提後四7

(Rev. & Mrs. Dave Aufrance)

↨

↨

打那美好 跑那當跑 守住信仰
的仗
的路
的道

結語
保羅在提後四7-8沒有給自己的事奉
成績打分數，但說他做了所應該做的事。
換句話說，他是至死忠心。事實上，神揀
選保羅就是「因他以我有忠心，所以派我
服事他」（提前一12）。

這三方面的心靈：
1. 剛強的靈：面對苦難逼迫，牧者要勇
敢剛強、無所懼怕，去打那美好的苦難之
仗。在今日香港的環境，這將會是一個很
實在的挑戰。
當然，牧者對會眾也要有剛強肯承擔
的心。或人際困難，或行事問題，他都要
作屬靈領袖，不要輕言後退。

經文的三個動詞「打過了、跑過了、
守住了」都是現在完成時式，但重點不
是在有關的事情已經完成，不用再理會
了。重點乃在有關的努力保羅是一直持續
至今。保羅在事奉上要面對苦難、要宣講
福音、要抵抗異端，他自一開始就沒有放
棄，並且堅持到他寫提摩太後書將要殉道
的一刻。換言之，保羅是「一直在打，
一直在跑，一直在守，直到如今還未放
手」。從這個角度來看，保羅的自我剖白
不只是描述他晚年將要殉道之時的態度，
也是宣稱他在任何時候回望過去都是同樣
的境況。這就勉勵了提摩太，也勉勵了我
們，無論甚麼時候都要做個忠心事奉的
人，因為相信我們也是像保羅那樣，我們
是基於「神看我們有忠心」這個原因而蒙
召的。

2. 仁愛的靈：面對福音賽程，牧者要憐
憫愛人，搶救靈魂，去跑那當跑的福音之
路。
當然，牧者也要有愛會眾的心，與信
徒同跑。他需要抱仁愛的心關顧體諒並接
納不同性情、需要和取向的信徒。
3. 謹守的靈：面對歪理衝激，牧者要自
律小心、明辨真偽，去持守所信的真理之
道。
當然，牧者也要用真道建立會眾的生
命，引導他們以聖經的教導去事奉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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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萬斯牧師師母在香港OMS作宣教士達45
年之久，將於2020年8月初退休返美。夫婦二
人自衛神(UWGI)創校至今，一直在不同崗位
和渠道參與並支持本院的事工。）

UWGI began as an idea to
bring together the leaders of church
denominations in Hong Kong that shared
a Wesleyan heritage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training institute that would provide
theological education from a Wesleyan
perspective. In the mid-to late 1990's, we
began with informal discussions, prayer,
and walking a step-by-step journey of faith
in God’s leadi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UWGI, more
than one person asked me why we needed
another seminary when there were already
several successful ones in Hong Kong. I
often wondered if it was the right decision
to start the seminary. But we had an ideal
location in the heart of Hong Kong, we
had space in OMS's ministry building,
and we had several denominations whose
pastors were not familiar with their
Wesleyan heritage, including our own
Hong Kong Evangelical Church.

We could see many challenges ahead
but we continued to clarify a vision for
collaboration, excellence and integrity
in providing theological education to
a variety of learners. In 2000, UWGI
was officially registered and the UWGI
Board of Directors was formed with

One other very important factor in
starting UWGI was that One Mission
Society, from its earliest beginnings,
always had a heart to train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land to carry on the
5

resources just when they were
needed the most, including Dr.
Evyn Adams, Dr. Stephen Yang,
and Dr. Jack Rea. Then Dr. Tony
Kwan was willing to come on as
the first full-time professor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the USA also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ose early years:
sending a shipment of books to
help start the library; providing
a technician to install the internet
system; and sending professors to
teach modules and courses.

歐萬斯牧師一家：Ace and Becki (dad and mom)
Elia, Daniel, Joshua, Nathan.
Cindy and Dave on the computer (Last Christmas)

ministry that OMS pioneered. For many
years OMS has focused on 4 primary
aims in whatever country they serve:
evangelism; church planting; training
the leaders of the churches they planted;
and later they added partnership. OMS
started an informal seminary when they
opened the work in Hong Kong in 1954,
but the decision was made to close this
training a few years later. I remember one
of our early OMS Field Directors saying
"That was probably the worst decision
that we ever made." In fact, OMS had two
seminaries operating in China before the
country was closed to seminary education.

I also want to pay tribute to those first
students who were willing to take a risk
and sign up for the 6 classes we offered in
2000, even before UWGI was officially
registered. Cindy remembers praying for
5 students, and we received 6. Then the
prayer expanded to asking God to send 10
students, and then 15. And we watched
how God steadily brought not only
students but more staff and faculty.
For Cindy and myself, in the
beginning, we contributed more to the
administrative matt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staff than we did with the
students. Neither of us had the degrees to
teach graduate level courses as we each
only had an MA of Missions and MA in
Evangelism, respectively.

In those early years at UWGI, I
confess I did wonder, ("worried" may
be a better word,) whether the seminary
would really take root and grow. However,
looking back we can see God's timing
was always perfect, especially in terms
of bringing along the right people an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20 years,
we have been so blessed to be par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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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GI "family" through special activities,
walkathons, holiday events or parties, and
the highlight of each year, graduation.

the church. I'm grateful to the UWGI
professors and staff who have exemplified
this servant spirit, serving the students
that God brought to UWGI. They taught
and led with humility and demonstrated
by their actions and care that each student
was worthy to receive their time and care.

A special highlight was when Cindy
was asked to begin teaching the Pastoral
English course at UWGI every other
year. We both enjoyed building close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tudents in our
English classes, not only in the classroom
but in parties including BBQ sat our
house in Sai Kung. I (Dave) even taught a
Christian Worldview class one year.

And now we face another time of
great transition in UWGI. But as we cross
into the new season, we look back at God's
faithfulness. We see how many times
God has provided, and we believe he will
continue to guide UWGI going forward.
He has demonstrated that he is a faithful
God in whom we can trust.

We were especially encouraged to
witness the school develop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Paul Li and his wife,
Ruth. We have greatly appreciated their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and that of
all the professors, both full-time and parttime. They have all shared not only their
expertise but also their lives and hearts
with the UWGI students.

We are humbled that God has taken
our small offering of service and allowed
us to be part of UWGI from the beginning
until now. It's a bit like watching a child
be formed, birthed, and matured into
adulthood. We pray for God's continued
provision and blessing. We will leave a
big part of our hearts here in Hong Kong
as we complete our 45 years of trying to
walk in obedience to what He has asked
us to do, no matter how big or how small
it might be. We resonate with the words of
Jesus to his followers in Matthew 19:29
"And whoever has left houses or brothers
or sisters or father or mother or children or
fields for my sake will receive a hundred
times as much and will inherit eternal
life." We look back on forty-five years and
KNOW we have received far more than
we have given. We honor Him.

A well-rounded theological education
model is not only about filling one's
head with knowledge, though truth and
knowledge are both vital to serving as a
pastor or leader in a church. Butspiritu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taught" but also
"caught". It is about transformation of the
heart to love God, love people and share
the good news of the Gospel message. It
is about demonstrating the grace and truth
of Jesus as we serve and teach the people
God brings into our sphere of influence.
Jesus, even as God's son, showed us how
a true servant-leader serves his body,
7

我在衛神……直到退休的日子
─ 充滿恩典慈愛的事奉─
（關越山牧師）
我於2002年一
月二日開始在「衛
神」事奉。當我在
2001年11月中於
亞斯伯理神學院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快將完成
博士課程的時候，
神對我說：「你要以 關越山牧師自2002年1
宣讀、勸勉、教導為 月2日開始在衛神事奉至
2020年2月28日退休。
念，直等到我來。」
（提前四13）神除了
呼召我做宣教士（太廿八18-20；路四43）
及以神的愛去牧養餵養信徒（約廿一1517），上帝也呼召我在神學教育上事奉祂。
我和我的家人一直都支持神學院的事奉，盼
望我能在「衛神」做到退休。感謝主，靠著
神的恩典，這個目標已經達成。在此，也感
謝各位院董、院長及老師和同工，以及同學
和校友的支持。願榮耀頌讚歸與三一真神！

外，神學生在不同的教會和機構實習，也是
非常有效果的訓練。「衛神」的全面和全人
的訓練，將神的道，美好的傳統，理性神學
／哲理及屬靈與有意義的經驗結合起來，是
建基於衛斯理傳統的優質神學訓練。衛斯理
是一位出色的領袖，更是一位為主大發熱心

關越山牧師一家：天慧（二女兒）、關牧師、慧心
（大女兒）

及謙卑事奉的僕人領袖。他甘心為主犧牲擺
上，愛主愛人，堅守聖潔的操練，著重禱告
和神話語的信服，以致他有神的同在、屬靈
的權柄、事奉的能力，而能將基督的大使命
在個人及群體的層面中活出來。他所培育的
基督門徒與教會領袖，在本地和普世當中，
都能作光作鹽，將黑暗腐敗的英國，甚至美
洲及其他地區，轉化成為聖潔更新的國度。

「衛神」多年來經歷不少困難和挑
戰，但上帝一直與我們同在。祂是充滿恩
典慈愛與信實的神。感謝主，在過往的十
八年裏，神使用神學院所訓練的學員，在
不同的宗派教會、機構和宣教工場上忠心
事奉主，見證榮耀上帝。當我每天為他／
她們代禱的時候，我都感謝神。校友當中
已經有十多位成為按立的牧師。我們都感
到興奮！這全是主的恩典！

我誠心祝願學院的董事、院長、老師、
同工、校友，和同學，特別是畢業同學及
家人，及「衛神」的合作伙伴，在這特別的
時代，把握機會，發揮衛斯理精神，得著復
興。昔日，約翰衛斯理與他的團隊，也面對
嚴峻的危機，但靠主的真道、恩典與慈愛，
並神的大能和同在而得勝，被神的恩領而影
響了英國及不同的地區，得著屬靈的復興。

十多年的神學訓練中，我最嚮往的是每
年兩次的短宣訓練，帶領神學生到不同的宣
教工場做佈道及培訓，和教養關顧的事奉。
藉此，這些經驗成為學員一生受用的經歷，
讓他／她們更成為上帝所喜悅的工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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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衛神……直到退休的日子
─都是神所賜的恩典─
（李榮鳳師母）

在衛神事奉十五年，
今年八月要退休了！回望
在衛神的日子……全是神
所賜的恩典！

籌該屆全港神學生公開聚會。看見衛神學生會
職員們充份發揮團隊的精神，彼此合作互相補
位，在神恩領下有效及完滿地完成使命。神的
作為實在讓我驚嘆！

一. 神賜我事奉機會
廿五年前返港本是
等待牧會的事奉，神卻帶
領我先後在兩所神學院裏
事奉祂。感激播道神學院 李榮鳳師母自2005年
8月開始在衛神事奉至
（自己神學畢業的母校） 2020年9月1日退休。
前院長許道良牧師的信
任，給予機會事奉。在播神十年的操練對我後
來在衛神的事奉很有幫助。十五年前有機會回
歸到自己的母會香港宣教會有份創立的衛神裏
事奉，確是神特別恩賜的機會。

三. 神為我預備所需

二. 神讓我經歷困難

神幫助我在衛神事奉學習信靠和交託的功
課。例如：當年圖書館差不多是從零開始，神果
然信實，不但預備了四樓地方，更引領適合的圖
書館同工加入，讓圖書館得以建立。數年前，教
務處急需合適的同工，神果然垂聽禱告，在適切
時刻賜給我們委身的同工，能更有效地跟進教務
處工作。衛神雖然資源有限，在硬件和軟件上都
有不足，然而卻經歷到神親自的補足。種種困難
更成為操練信靠及領受恩典的橋樑。

在衛神多年，見證著神用出乎人意料之外
的方法為我們預備所需，由每月的經濟供應到
各種物資的供給。例如：學院第一部影印機、
上課用的臺椅、節源冷氣機/光管的更換、圖
書館的設施，甚至每樓層的雪柜、飲水機……
等，都是神的預備，親證祂如何施行奇妙的作
為，供應我們的所需。

四. 神助我交托信靠

在衛神的日子，經歷過不同的難處。例
如：因同學修科的彈性，初期要摸索學生會的
組成及運作並不容易，而每學年學生會職員的
人手接班也遇到困難。但神使我經歷到：十五
年來神親自解決每屆學生會職員的人手問題。
歷屆學生會的每位職員均是神奇妙的預備。當
中特別是2017-2018年度，適逢衛神學生會要
擔任香港神學生聯禱會主席學院之職─ 負責
帶領全港16間神學院校的學生會定期會議及統

五. 神使我得著厚愛
十五年來在衛神的日子，深深感激神藉著
同工、同學、校友、教會牧者及不同弟兄姊妹
對我及我家人的關心愛護和接納支持。不論是
有形或無形的，都表達著主對我無微不至和無
條件的愛。得著如此厚愛自覺不配，只有滿心
感謝神！
在衛神事奉的這些日子，讓我經歷屬靈
生命及事奉心志的成長─ 不但對神的認識加
深、對主的信靠加強，更看見自己的軟弱和不
足，有機會事奉全是神所賜的恩典！

李榮鳳師母一家：李師母、Maria(二媳婦)、Jeffrey(大兒
子)、Nori(孫女)、Fion(大媳婦)、Jeremy(二兒子)、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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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同學感言

BTh 神學學士

BCS 基督教研究學士
黃笑霞
感謝天父上帝，帶領我來到衛神學習。
感謝師長們，開闊我神學的視野。
感謝弟兄姊妹，默默為我守望禱告。
感謝我的家人，對我的包容與支持。
所屬教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香港仔堂
畢 業 後：繼續在信義會香港仔堂事奉

楊素芬
感恩能在衛神裝備，在老師身上看到無私
與忠心的擺上；同學們彼此互相支持、建
立，八年來的神學課程也讓自己能深深明
白到作個合神心意的僕人是不容易的，但
都會繼續努力學習來討神喜悅。
所屬教會：筲箕灣浸信會
畢 業 後：等候中

林國英

譚玉珍
感謝天父無微不至的愛顧！十多年前引帶我進入
衛道神學研究院這個滿有愛的大家庭，得蒙院長
伉儷和各老師的悉心教導和包容忍耐，讓我可以
持續在神的話語，牧養群羊的心懷與知識，並個
人靈命上受造就。願榮耀歸予至高的神。
所屬教會：救世軍沙田隊
畢 業 後：繼續在救世軍沙田隊事奉

吳世豪
感謝天父用十年心機陶造一顆頑石，畢業是知識，更是
生命。讓我在試探中能得勝，在試煉中能感恩，成為聖
潔，合乎主用。
感謝衛道、中華、創新堂、靈合堂、祥華堂、順安堂的
眾牧者、師生、肢體、歷奇教練、好友。感謝太太。
所屬教會：上水基督教以便以謝創新堂
畢 業 後：在香港信義會靈合堂任職教師(傳道)

MYM 青少年牧關碩士
黎裕宗

國英於2012年進入學院進修，當中不但在各方面
的裝備中學習，還可以近距離體驗院長和老師們
的生命見證，令我在思考實踐真理時，除了主耶
穌教導之外，有更多的實際例子供我參考，使我
更明白「蒙召作領袖，委身作牧人」的道理。

願意成為不滅的荊火，一生為主燃燒。
所屬教會：順寧道平安福音堂
畢 業 後：繼續留在教會事奉

所屬教會：筲箕灣浸信會
畢 業 後：等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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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S 基督教研究碩士

MEd 教育碩士

鄭佩珊

李榮慧

感謝同學的鼓勵，提醒我要繼續裝備學習。在老
師們的教學及生命榜樣上，看見恆久靠主的喜
樂。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欠缺乏。

感謝神藉著衞神的課程讓我更認識祂和明白聖經的教導。
對我來說，同時兼顧學習、家庭和工作，是有一定的難
度。雖然也有沮喪的時候，但感恩終能完成課程。除了有
一份滿足感外，我要感謝家人的支持和神的指引。

所屬教會：太子平安福音堂
畢 業 後：等候中

神給予我作老師的職份，盼望能回應神的呼召，獻上自己
的最好，教導學生，傳揚耶穌，在學校工場為祂作見證。
所屬教會：香港宣教會恩典堂
畢 業 後：繼續在靈糧堂怡文中學任教

葉惜華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
者便是聰明！」（箴言 9:10 ）
所屬教會：順寧道平安福音堂
畢 業 後：繼續進修

MDiv 道學碩士
翟慧明
畢業了，實在是神的恩典！感謝神，讓我在衛神的
學習中，有知識的裝備，也有生命的培育。老師的
悉心教導擴闊了我的神學領域；同學的關愛使我生
命得以激勵。衷心感謝師長和同學們在學習路上的
同行，豐富了我的生命。

林翠萍

所屬教會：基督教宣道會大埔堂
畢 業 後：等候中

全是恩典
衛神修讀十年多。小六至中學也是夜校完成。
職場是神的禾埸

林素明

機電工程署基督徒團契，舉辦聖誕和福音電影聚會已十多
年，工作間成為活祭的祝福。
以感謝為祭
退休樂嘗全職神學生生活，經歷更豐足的供應。輕度弱聽
與弱視，可以帶敬拜和攝影，今天的畢業全是祂的恩典。

感謝神引領我來到衛神接受裝備，盼望將
所學習的帶領人接受福音！願神使我按你
旨意而行，作各樣的事是合神心意！
所屬教會：香港宣教會恩言堂
畢 業 後：義務傳道

所屬教會：九龍靈糧堂
畢 業 後：退休讓神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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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iv 道學碩士

衛神學生會2019-2020年度職員分享

陳銳澤
前後10年的神學裝備在2020年暫告一段落。回望10年
時光，在萬事萬變中，唯獨我蒙召的初心仍然沒變。
神學裝備，不只是 study about God，更多的是 study
about myself.
感恩衛神對我很多的接納和包容，讓我在迷失焦點
時，深化我的蒙召身份。神學畢業這個身份，只是再
一次提醒我要更謙卑作僕人，靈巧火熱地回應當下的
時代召命。各位同道，我們江湖見。
所屬教會：Melbourne Centra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畢 業 後：在香港浸信會聯會事奉

   會長：陳銳澤同學
我們都是被神在這大時代所㨂選的工人。
由2019年4月開始，我們學懂了在生活的任何事情上都可以
"Be Water"。我們適應了 "When things normal are not normal
anymore"。今年無論在工埸、神學院裝備，甚至在學生會的服
侍，都是背負著一個沉重的時代召命。感恩雖然外面有那麼的風
大雨大，和學生會的戰友們見面、開會、飲飲食食、祈禱等，都像進入了避風港一
樣，彼此找到這個時代已經失去的信任和安全感。多謝學生會職員會的每一個手
足，在過去一年和我一起瘋狂發夢，一起大笑，一起失望，一起痛心。這是
一個非常有重量的神學訓練。在這個群體裏，能夠彼此開放自己的生命，
一起接受屬於這個時代磨練，這是我的榮幸和不會磨滅的回憶。

黎光明
「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 神
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5:16-18)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
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4:7)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 神。」(可
12:30)
所屬教會：東方基督教會恩光堂
畢 業 後：等候中

   文書：伍芷筠同學
第一年喺學生會服待
係想投入多啲喺學院既生活裏
最開心既係認識咗學生會既同學
彼此分享代禱支持
好想將呢份關係帶到其他同學當中
因為我哋都明白路係難走 但一起走會走得容易啲。

   顧問：李榮鳳師母
王忠賢
感謝神，在衛神進修經過了多個寒暑，實在獲益良多。自
己經文憑、學士至碩士課程，一直努力，現終畢業了！
尤其感恩的是在衛神，神賜我建立家庭和女兒，實在是想
不到。神透過神學院賜福給我，叫我經歷這又真又活的
神！
所屬教會：救世軍東九龍隊
畢 業 後：在伊利沙伯醫院院牧部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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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神學生會除了代表所有同學表達心意（例如為有紅事或白事或按
牧的老師同學校友送出慰問咭或恭賀咭），今年職員會為加強同學
們彼此的歸屬，特別在上課期間安排了茶點時間，並在今年年初舉
辦了【師生齊齊燒BBQ】。同學們都十分享受這些交流相聚的機
會。因著香港的社會抗爭運動，學生會舉辦了【時代的靈與聽】講
座，並在Whatsapp上開設【守望香港】群組，幫助同學們關心和回
應時代的需要。後因香港疫情嚴峻，停課期間職員們也繼續以網上會議溝通，
並為【關越山牧師「和你ZOOM」榮休分享會】提供協助意見。本年度學生
會職員會雖然是充滿挑戰，但也因此使職員彼此學習接納體諒、應變補位、
團隊相助的事奉精神。為六位職員在過去一年的擺上無限感恩！
15

學院活動展影
   財政：翟慧明同學
感謝神，在過去一年，我參與了學生會的事
奉，有機會與不同性格的同學一起事奉。雖然
我們每個人看事物的焦點與角度都不同，但我
們都能在事奉中坦誠分享，互相接納，又在當中彼此相顧，
互相扶持。感恩能有機會一同事奉，學習成長。

   

謝師宴

財政：盧嘉明同學

感謝天父的慈愛，感謝學生會每一位職員的包容，更
多謝顧問李師母的提點。在社會的動盪不安和疫情嚴
峻裏，透過見面與視像，我們一起走過了一年。各人
互補不足，發揮所長，實在難忘。

    聯代：江家樂同學

    聯代：李浩彰同學

感恩在過去一年有機
會在學生會中事奉。
在過去一年不但讓我
認識了不同的同學，
與他們一同服事，還
可以與他們一同經歷
不同層面的事情，彼
此分享、彼此學習、彼此同行。在這
一年的服事裏，無論甚麼工作都感受
到學生會中所有成員的包容和接納，
令這個學年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色
彩。盼望在學生會中所學習、所經歷
的點滴，都能成為我未來的
教導，同時讓這年的經驗可
以傳承到不同的角落裏。

好開心可以參與今屆學生
會的服侍。今年在這個群
體中，帶給我很多的體
驗。當中最令我感受深刻
的，是同學彼此的支持。
在各自事奉及人生的路
上，大家所經過的高高低
低，悲傷歡喜，都能因著我們的主，彼
此結連。雖然不是常常見面，也不算是
認識好耐，但是大家互相幫助，互相聆
聽，這是我很珍惜的時間。感謝神讓我
參與其中。雖然今年比往日少一點「實
體」的相處，但在這時間之前，同學間
的互動乃是透過週間的茶點，有更多的
接觸和交流。這也是很難得的事情，為
自己的學院生活添加了色彩。盼
望這些點點滴滴，都成為學習如
何事奉神的重要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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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家碩校友按牧

成家浩校友、陳慧儀校友按牧

校友按牧

許寶山校友按牧

何偉羣校友按牧

Tea-break 茶點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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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學期結束拍照留念

師生共聚

同工同遊樂
公開講座

疫情下Zoom上見
有朋（宣教士校友）
自遠方來

「時代的靈與聽」公開講座

「在動盪的世代如何裝備信徒」公開講座
同工 Zoom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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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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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020年1月9日由學生會主辦「時代的靈與聽」公開講座，邀請港大心
理學系名譽副教授許志超博士負責主講。
5. 2020年春季學期因受肺炎疫情及限聚令影響，各學科都採用了網上形式上
課。感恩老師同學都能配合適應，各班的授課與學習都暢順完成。

關越山牧師榮休和你Zoom分享

關越山牧師榮休學院贈禮

6. 關越山牧師於2018年10月急需返回加拿大照顧大女兒的身體，後申請於2020
年2月底正式退休。關牧師於2020年4月底至5月初短暫回港處理事務，學院特
別安排於5月5日中午在網上舉行「關越山牧師—和你ZOOM榮休分享會」。當
日除香港外，並有在以色列、加拿大、澳洲共數十位校友及同學在網上參加，
實在感謝神。
7. 本院下列同工於今年正式退休：
a. 關越山牧師於2月28日退休
b. 李保羅院長於7月1日退休
c. 歐萬斯牧師師母於8月退休
d. 李榮鳳師母於9月1日退休
特此多謝他們過去在本院事奉主的忠心和委身，願神賜福他們退休後的生活。

關越山牧師榮休學生會贈禮

同學／校友消息
1. 致賀：以下五位校友被按立為牧師：
a. 趙家碩校友（11MM+MDiv）於2019年9月29日接受大埔宣道會按立
為牧師。

學院近況

b. 成家浩校友（11MDiv）於2020年1月12日接受葵涌浸信會按立為牧師。
1. 本院新任院長陳國平牧師於2020年6月16日到任。退休離任院長李保羅牧師
於2020年6月16日開始退休前休假，7月1日正式退休。願神賜福兩位牧師的
生活與事奉！
2. 本屆畢業典禮因受肺炎疫情影響改期於2020年8月23日（日）下午三時假中
華基督教會長老堂舉行。本屆有16位畢業同學，願他們的生命及事奉蒙主賜
福使用。
3. 學生會訂於8月3日（一）晚上舉行李保羅院長師母及歐萬斯牧師師母榮休晚
宴及2020謝師宴。歡迎所有同學及校友報名參加。
4. 因應社會運動的情況及時代的需要，本院曾於：
a. 2019年9月23日協辦恩光書院的「在動盪的世代如何裝備信徒」公開
講座，由恩光書院院長梁永泰博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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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陳慧儀（Echo）校友（04BTh/10MM）於2020年1月12日接受葵涌浸
信會按立為牧師。
d. 許寶山校友（12BTh）於2020年5月10日接受國際宣教會（OMS）按
立為牧師。
e. 何偉群校友（14BTh/16 MDiv）於2020年5月24日接受磐石浸信會及
真道生命團契按立為牧師。

2. 哀訊
吳恩波校友（2004 BTh畢業、任職於葵涌浸信會主任牧師）於2019年10月
因突發心臟病離世。願主親自安慰吳師母（陳慧儀Echo校友）及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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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課程現正招生

本院財政狀況

1. 本院現正招收2020-2021年度新生（所有學位課程可全時間修讀或部份
時間兼讀）。歡迎有志接受裝備的弟兄姊妹報名申請入讀以下學位課程：
收入

一、牧職領袖課程
	   道學碩士MDiv（96學分；教牧進修，64學分）
	   神學學士BTh（128學分）
二、信徒領袖課程
	  
	  
	  
	  

教會事工碩士MCM（96學分）
基督教研究碩士MCS（48學分）
基督教研究學士BCS（128學分）
基督教研究副學士ACS（64學分）

三、專類事工碩士課程（32學分）
	  
	  
	  
	  

衛道神學 研 究 院 2019年 7月 至 2020年 4月 財 政 收 支

校牧碩士（MSC）
教育碩士〔主修校園牧關〕（MEd）
青少年牧關碩士（MYM）
青年宣教碩士（MGOM）

支出

奉獻

HK$946,930.00

人事費

HK$1,146,096.00

學費

HK$433,500.00

營運費

HK$815,311.00

雜項

HK$73,253.00

16/11/2019
步行籌款奉獻

HK$184,320.00

總收入

HK$1,638,003.00

(赤字)

(HK$324,134.00)

16/11/2019
異象分享午餐支出
總支出

HK$730.00
HK$1,962,137.00

本院的經濟開支一直是憑信心依靠主的供應，在缺乏中經歷神信實的恩典。
特此多謝各教會及弟兄姊妹對本院的愛心奉獻支持。我們需要你們繼續的支
持及代禱！

2. 請參閱本院2020暑期及秋季學期開科簡章。歡迎弟兄姊妹選修報讀其中
有興趣的科目。
3. 如對本院學位課程或選修科目有任何查詢，十分歡迎與本院教務處聯
絡。

本 院 現 屆 院 董 名單
國際宣教協會代表：

雷宣福牧師、蘇保羅醫生

香港宣教會代表：

黃志鵬牧師、陳汝生牧師

香港循理會代表：

蘇劍冰牧師、姚榮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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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秋上校

獨立人士：

林華璟先生、歐萬斯牧師、成家浩牧師、
尹美玉女士、陳燕萍博士、林貝聿嘉博士、
周漢燊牧師、陳一華牧師、伍貝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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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道神學研究院董事會通告：
感謝 神，衛道神學研究院董事會於2020年5月14日董事
會，接納遴選委員會推薦，通過委任陳國平牧師（博士）由
2020年6 月16日起擔任衛道神學研究院院長。
陳國平牧師先後畢業於建道神學院，中國神學研究院；
又取得美國柏祺大學教牧學博士（城市宣教），美國富勒神
學院哲學博士(婚姻與家庭研究)，及美國阿蘇薩太平洋大學
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陳牧師有豐富的牧養及領導經驗，熱
心建立社區教會，參與監獄佈道，推動城市更新，職場神
學，領袖訓練，婚姻及家庭治療，臨床心理職場評估與治
療，曾在多國大學及神學院培訓碩士和博士生。陳牧師亦曾

陳國平牧師（博士）

任屯門區基督教聯會主席、中華宣道會恩友堂堂主任及福音盛會新界西籌委副主席。對陳國
平牧師擔任新院長一職，本院深深感謝神的恩典，深慶得人。願 神藉著陳牧師帶領衛道神
學研究院邁進新的里程。敬請主內同道為新院長履新代禱，求 神帶領衛道神學研究院未來
的發展，能夠培訓出更多敬畏神、追求聖潔、委身愛 神、愛人的僕人領袖，服侍社羣，造
福香港及鄰近地區。
另外，感謝 神的恩典，李保羅牧師（博士）自2006年起擔任衛道神學研究院院長，至
今已有14年。李牧師將於2020年6月16日開始榮休前放假。李牧師事奉素來忠心勤奮，以
身作則，深得師生愛戴。董事會在此衷心致謝，並祝李院長退休生活愉快!
此刻全球正陷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國際經濟不明朗的陰霾中，願 神廣施醫治及憐憫，更
願 神愛臨格，保守弟兄姊妹安康。
衛道神學研究院董事會
2020年6月1日

創院團體：
國際宣教協會

香港宣教會

香港循理會

美國衛理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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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宣聖會
香港區會

救世軍港澳軍區

基督教協基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