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協同神學院校徽意義       林雅各博士

前面有發亮的油燈，
聖壇上有希臘文字母的聖經，
其後有牧人的杖，
最後有十字架圖案的牧師佩帶。

牧羊人手杖：象徵牧師的職位，有關顧及領導的責任。
牧師佩帶：象徵牧師是聖職人員。
十字架：記念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贖之功。
聖經：是上帝的說話。牧師的其一職責是要在會眾中宣講上帝的話。
希臘文首個字母：“ Α阿拉法” 耶穌說：我是始。
希臘文最後之字母：“ Ω俄梅戛” 耶穌說：我是終。基督是聖經的中心。
燃燒中的油燈：象徵由聖靈推動帶 「屬靈生命」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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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用膏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宣告：
   被擄的得釋放，
   失明的得看見，
   受壓迫的得自由，
   宣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

         （路加福音4:18-19，
                  和合本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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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長贈言



香港路德會會長：
戎子由博士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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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第一副會長：
李日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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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第二副會長暨協同神學院董事會主席：
陳煜新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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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董會副主席：
黃子振牧師

                                   
讀詩篇121篇看到昔日朝聖者驚訝眾山聳
立，地上權勢展現，他們卻認識到真正
的幫助是從上帝而來，今天走天國之路
也並非一帆風順，唯信衪會按我們需要
給予適時的恩典，衪不叫我們的腳動搖，衪必保護和蔭庇，
願我們齊唱: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阿們！

院董：
馬和生校長

                                   
與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第三十三屆畢業
同學分享共勉﹕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做無愧的工
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2:15)

主內  馬和生  謹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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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董會秘書：
梁逸恆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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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董：
李炳森牧師

                                   

各位畢業同學：

保羅對提摩太說，「你當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
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15)

在你事奉的路上，
願慈愛憐憫的天父賜你聰明智慧，精神和體力，即使面對各
式各樣的挑戰時也不氣餒。
願滿有恩典的基督賜你順服的心，讓你親身體驗凡事都有祂
的安排，一切都在祂掌管當中，使你能忍耐等候「時候滿
足」的日子。
願感動人的聖靈也在你灰心失望時，安慰你，鼓勵你，讓你
看見希望的曙光，指示你前面當行的路。

「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
(林前十五58)

主內
愛心堂李炳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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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葉泰昌博士牧師

【畢業是志業的指標】                                                        
各位畢業同學：

恭喜您們！您們十一位同學，分別戴著不同的神學學位
的帽子畢業了！雖然是不同的神學學位，不同的學分
下的不同學術要求，但仍然是一個指標，一個共同的
志業（vocation）的指標，就是「我們蒙召，建立基
督的身體」（弗4：1-16）。

首先，請您們記得，您們是蒙上帝的召請，在「信徒皆祭司」的召請下，重新啟動
「信徒皆祭司」就是「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的意義！在這段經
文中，聖徒就是信徒，也就是所謂「平」信徒！不要讓其他教會比我們更了解，及
遵行「信徒皆祭司」的教義！我們自己先不要忘記上帝對我們的呼召，若需要的
話，我們熱愛事奉教會的心，需要再次解凍，方能解凍其他上帝的子民。因此，今
日的畢業禮，就是一個指標，「我們蒙召，回到堂會，去建立基督的身體吧！」
 
其次，請您們記得，您們是蒙上帝的召請，而且上帝的召請，不單只是律法（上帝
要求您去做的工作），更是福音（照基督所量給您的恩賜，上帝為您度身訂做的恩
賜）。在堂會事奉的時候，不要只是「死做爛做」，不要誤以為上帝或教會的弟兄
姊妹是「沒有種的地方要收割、沒有散的地方要聚斂」（太25：26）的主人，您們
更要珍惜上帝或教會的弟兄姊妹在您事奉時，給您們的鼓勵，提醒和恩言；這些恩
言是幫助您們的，是使您成長（增長），作為您們生命中的內循環，為的是在愛中
漸漸建立您的事奉生命！因此，今日的畢業禮，就是一個指標，「我們蒙召，回到
堂會，以律法和福音，去建立基督的身體吧！」

最後，請您們記得，在建立基督的身體的過程中，不要誤用我們的教義！不錯，在
得救這件事上，我們強調「神恩獨作說」。但在成聖或堂會事奉這件事上，我們少
不免強調協力主義。意思是說，在成聖或堂會事奉這件事上，我們不但強調上帝的
恩典，也需要強調我們的行為；我們的行為，當然不是得救，進入天堂的條件；得
救，進入天堂永遠不可能是條件，永遠是神恩獨作；但不要忘記，當我們蒙恩得救
之後，上帝同時（稱義與成聖有先後之別，但亦同時發生）呼召（vocation）我
們，去事奉，努力去事奉，以「身體獻上、當作活祭」（羅12：1）的事奉，是我們
理所當然的事奉。因此，今日的畢業禮，就是一個終身志業（vocation）的指標，
「我們蒙召，回到堂會，以律法和福音，以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去建立基督的身
體吧！」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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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長兼院牧：
馮達揚牧師

                                                        

距離上一屆的畢業典禮是三年時間，這三年以來，有三件重大的事情在協同
神學院發生了。
 
第一，協同神學院恢復了停辦多年的全日制課程，提供日間兼夜間的課程，
務求讓有意攻讀學位課程的神學生們有望最快於三年之內完成學業。
 
第二，感謝香港路德會，為配合協同神學院的全日制課程，推行了為培訓敎
牧團隊接棒人而設的「以利沙計劃」，為受助神學生提供奬助學金及每月港
幣8000元的生活津貼。「以利沙計劃」推動的三年以來，先後共有六位神
學生參與其中，而六位神學生都不負眾望，今天都順利畢業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這三年以來，整個香港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動盪，協
同神學院亦不能倖免，由社會運動事件，到COVID-19疫情的爆發，令我們
的課程一度停頓。然而，感謝上帝開路，現代科技為協同神學院製造了新的
契機，網上授課形式除了確保課堂得以順利進行，更讓我們有機會邀請海外
敎授加入敎學團隊，並開辦更多元化的課程。這段日子，協同神學院所開辦
的新課程逾三十個。
 
各位畢業同學，不用我對你們說你們也知道，畢業並不是終結，而是新的開
始。在工場實戰的環境裏，所要面對的挑戰可能比這疫情還要難預計。但要
知道，在你們砥礪前行的同時，謹記你們永不是孤單應付一切，正如摩西提
醒他的接棒人約書亞：「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他必親自與你同在，必不撇
下你，也不丟棄你。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申31：8）願你們用這
話語彼此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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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教育主任：
關應亮牧師

                                   

「如果教會要再次興旺起來，就必須
從教導年輕人開始。」
“If ever the church is to flourish 
again, one must begin by 
instructing the young.”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實習教育主任
關應亮牧師   敬賀

特約教授：
楊瑞芯講師
                                   

「你當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
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提摩太後書二章十五節）

"Do your best to present yourself to God as one ap-
proved, a worker who does not need to be ashamed 
and who correctly handles the word of truth." 
（2 Timothy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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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部主任：
張國鴻牧師

                                   

【畢業啦！】

年青時愛唱《青年聖歌》的一首詩歌「要忠心」。
第一節正講出神學畢業者的心聲：「從奉獻祭壇我們今要出發，回想曾坐在
主足前，我們曾得飲真理聖泉活水，嘗其味有如蜜甘甜，我們要為主負起證
道之責，到世界廣大禾田，主差我們去要帶著此口號，無論何事總要忠
心。」
在學院學習，享受的是「如蜜甘甜」的餵養；在課堂，知識總是充充足足
的。當你不明白？院長、教授會給你意見及提醒；遇有困難、挫折、失敗？
他們立即會給你鼓勵與支持。今日，「從奉獻祭壇我們今要出發」啦！
但在神學院的學習只是訓練，今日走出工塲，教會才是你實戰的場地。
日後在事奉的路上：無助嗎？有上帝！失敗嗎？仰望上主！受屈嗎？只有祂
知！
在教會沒人告訴你該如何做才管用？你也不知所付出的是否會有成果？只能
抓緊上帝，真誠的祈求上主，甚至流淚向祂哀求！
全職事奉的路上，有光環、有讚賞、有滿足，但伴隨我們的，更多的是無
助、寂寞、失敗、壓力、無奈、及無理的投訴與要求。
不過，每位即將投入前綫的戰友，你仍有「三寶」可倚仗的，就是：
聖經—神的說話，不要偏離。尤其當你猶疑不決時，跟隨聖經教導，不會錯
的；
你的同工團隊—他們與你目標一致。千萬不要將同工變成你敵人，要視他們
成為你好友、知己；
你的弟兄姊妹—不單你牧養他們，他們也是你最大的支持！或許他們也是神
差他們來牧養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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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領袖課程部主任：
張錦棠牧師

                                   恭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第33屆畢業同學 : 「作主僕人  一生之久」
「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裡拿著紅炭，是用火剪從壇上取下來的，將炭沾
我的口，說：『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惡就赦免
了。』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以賽亞書6:6-8 )
萬軍之耶和華，聖哉！聖哉！聖哉！三一主上帝 ，當武功高強的撒拉弗圍繞
在袮寶座的時候，懇求袮讓我切實的明白，在袮的國度裏，袮要徵召的不是高
人，而是僕人。 因此我願意回應袮的呼召: 「主啊！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與畢業班同學 共勉之
協同神學院信徒領袖課程部主任
張錦棠牧師

Congratulations to the thirty-third graduating class of Concordia Theo-
logical Seminary of the Lutheran Church, Hong Kong Synod.  Be a 
Lifelong Servant for the Lord.
"Then one of the seraphim flew to me with a burning coal in his hand, 
which he had taken from the altar with tongs.  He touched my mouth 
with it and said, “Behold, this has touched your lips; and your iniquity 
is taken away and your sin is forgiven.” Then I heard the voice of the 
Lord, saying, “Whom shall I send, and who will go for Us?” Then I said, 
“Here am I. Send me!” (Isaiah 6:6-8 NASB)
The Lord of hosts, Holy! Holy! Holy! The Trinity of the Godhead, when 
Your throne is surrounded by skillful combating seraphim, I implore You 
to make known to me that You are not calling for combatants in Your 
kingdom, but servants.  For this reason, I am here answering Your call-
ing, “Here am I. Send me!”
May my fellow graduates be encouraged with His words.

Director of Leadership of Empowerment Department, Concordia Theo-
logical Seminary 
Rev. Cheung Kam-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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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主任：
陳慧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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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神學首席核心教授：
嚴鳳翔博士牧師                                                

親愛的畢業同學：
為您們感恩, 終於畢業了！
欣賞您們的努力，期望您們能學以致用，
服事信衆，幫助有困擾的人！
願上主扶持您們，完成神所交付給您們的工作！
  
主僕
嚴鳳翔

實用神學核心教授：
黃振權博士牧師

                                   
致畢業同學的祝福語：

【上帝必與你同在】

當你生活中感到憂慮與困苦的時候，那就是必須倚靠著上帝的
恩典，並充分信靠耶和華的時候。這可能是很艱難、很可怕的
時間，但經歷過後，你再回望那段日子，看到上帝必與你同在，
帶領你出黑暗進入奇妙的光明。

「......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
裏去，耶和華你的上帝必與你同在。」
(約書亞記1章9節)

黃振權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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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歷史首席核心教授：
祁志偉博士

                                   

【忠於聖經教訓的社會運動：
談反對蓄婢運動的始末】

 中國自古民間已蓄有奴隸，清朝年間，富戶多豢養
年幼女奴，俗稱「妹仔」。1842年，香港島成為英國殖
民地，可是，中國民間傳統以來的奴婢制度，沒有因為新宗主國早已停止奴隸
買賣而廢除。英國政府既對中國社會習俗認識有限，而且擁有「妹仔」的亦為
社會名流、大戶人家。故此，縱使英國早已廢除奴隸買賣，但是香港沒有跟
隨。
 19世紀末，女宣教士Dr. Katharine 和 Mrs. Elizabeth Andrew女士在
《Heathen Slaves & Christian Rulers》提及香港妹仔問題，各界開始關
注。「妹仔」制度違反人權，產生很多治安及社會問題，例如誘拐幼童、妹仔
常受虐待、姦污、殺害，長大後又被轉賣。1919年，香港海軍副司令海軍副司
令官希士路活(H.L. HASLEWOOD)及夫人有見及此，於是本著聖經教導：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迦書》6章
8節）。反對香港仍然保留中國傳統「妹仔」習俗，督促廢除。由此，推動各
項反對蓄婢會工作。包括：
- 向民間製造輿論，引起公眾關注
- 向政府請願
- 設立監護人
- 設教養院，提供職業培訓
 有關意見及建議，造成輿論，影響英國政府。時任殖民事務大臣邱吉
爾，指示香港定例局 (即現今立法會) 搜集民意，研究解決。反對蓄婢運動
者，不少為教會牧者為骨幹，他們以其良知，反對「妹仔」制。贊成保留「妹
仔」制度的，則為社會名流，雙方爭持不下。然而，教會發揮的道德力量，並
經過16年努力，終於在1938年爭取所有妹仔可以在20歲自立，並禁止蓄豢
「妹仔」，中國沿襲多年的年幼女奴制度終止。有見及此，中華民國政府同時
亦明令廢止民間女奴制度。
 由「反對蓄婢運動」，說明了教會本著聖經教導，發揮道德力量，不但
改寫人民生活，爭取公義，替社會帶來希望，是黑暗中的曙光。



系統神學核心教授：
楊力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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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研究核心教授：
潘新良講師

                                   

多要求自己，少要求別人；
多一點謙虛，少一點自滿；
多給予憐憫，少一些冷漠；
多說安慰話，少說控訴言； 
多思主教訓，少慮世俗憂； 
多宣揚福音，少高舉律法；
多多多禱告，少少少讒言。

特約教授：
雷慧靈博士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
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
沒有偏見，沒有假冒。並且使人和平的，
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 」
(雅 3: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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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教授：
唐思偉博士

                                   

每一位親愛的畢業同學﹐

十分高興能在此向大家送上遠方的祝賀。

能夠在網上的課堂中與各位「戰友」相遇﹐實在是上帝送給我的大
禮。每個課堂﹐其實也是我與每位「手足」彼此學習的機會。因為
在主內﹐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的生命也是彼此的連繫與激盪﹐無
分彼此﹐心中更是有著彼此。

為大家越過越感恩的﹐是看見各位「戰友」能在彼此不同的崗位
中﹐不單努力求進、渴望成長﹐更是一起同心﹐為神國更大的夢想
而彼此記念、互相鼓勵。我的禱告是﹐在主內﹐無論大家在何處事
奉﹐我們的心仍是連在一起。就像「四個屬靈的原則」小冊子所說
的「幾根木材一起燃燒就光熱培增，若將一根抽出，放在一旁，熱
火就會熄滅。」我們同作主工的人﹐關係也是這樣。我們個人的力
量或許微小﹐但在合一之中﹐就蒙主悅納。

願上帝繼續賜我們彼此相顧的心﹐在神的家中﹐一起奮鬥。

主內
Felix



特約教授：
蘇主恩牧師
Rev. Joel SCHEI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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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教授：
劉少銘博士牧師

                                   

親愛的畢業同學： 

恭喜你們，終於畢業了！

很高興與你們一起學習，在塑造的牧者的路上曾經與你們同
行。學習才數年，但服事路漫長。但願你們以堅毅不屈，緊靠
主恩的態度來完成主的呼召和托負。用保羅對提摩太的囑咐與
你們互勉：

「你當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
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後書 2:15)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
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
善事。」(提摩太後書 2:21)

上帝對以賽亞先知說：「你們就是我的見證人。我所揀選的僕
人。」(以賽亞書 43:10) 不論別人怎樣看我們的身份，上帝一句
肯定的說話就足矣。

主僕
劉少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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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教授：
羅恆理博士牧師
Rev. Dr. Henry ROWOLD

                                   

On this day of graduation, I join faculty, family, friends, 
and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 throughout church in rejoicing 
with you for this joyful day.  May the Lord continue to 
bless you as you make the move from student to shepherd 
in the church of God, and may the Lord bless all men 
through you and your ministry.

Dr. Henry Rowold
Professor Emeritus of Practical Theology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St. Louis



Rev. Dr. Lawrence R. RAST Jr.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Fort Wayne, In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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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神學院Rev. Dr. Lawrence R. RAST Jr.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 Fort Wayne, In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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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神學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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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代表
致謝詞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第三十三屆畢業生代表
 - 周亦俊／陳慧卿

                                                        
尊敬的香港路德會會長、
尊敬的神學院董事會主席、各位院董、
尊敬的院長、院牧、教務長、各位教授、各位牧長、
各位尊貴的嘉賓、
各位應屆畢業同學的家人、親朋好友們、
各位校友、同學們、主內弟兄姊妹們，

大家好！我們二人感到非常榮幸，可以親自、並代表應屆畢業的同學們，在 
這裡致謝詞。

首先，我們謹代表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第三十三屆全體十一位畢業同學， 
多謝大家撥冗來參加今天這個頒授典禮，各位的蒞臨和出席，讓我們深感大
家的恩寵，實是感恩不盡！我們更要感謝協同神學院葉院長、馮副院長和岳
教務長給我們分別頒發神學學士、神學研究碩士及道學碩士學位的殊榮，因
為我們十一位畢業的同學都內心明白，若不是蒙上帝的保守，葉院長的領
導，各位教職員同工們辛勞的付出，教授們的悉心教導和栽培，我們就沒有
今天的殊榮。這真的「全是恩典」!

感謝主，雖然同學們的年齡、背景、經濟和家庭狀況各有不同，學習的進度 
也有差異，但學院在課程的安排上，很多時會配合同學的需要；甚至有教授
為滿足同學們對學問的追求，樂意在課堂以外，仍不斷提供學習的資訊和材
料，這份教學的熱誠，實為同學們所欽敬！偶爾，有同學出現生活或情緒上
的問題，院牧也會主動關懷和了解，從而提供適切的支持和幫助。在師生
間，很多時放學後都會相約共膳，教授們會化身為友，分享事奉的點滴，給
我們不少激勵；也曾有同學在工場實習時遇到難處，亦不忘回到學院，找教
授取經解窘......還有很多說不盡的美事，我們就是在這蒙福的環境中學習和
成長。

葉院長、馮院牧、岳教務長、各位教授和牧長們，今天，我們畢業了，你們 
所付出的愛和關懷，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也在此獻上深切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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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事，我們須在此言謝和感恩！在三年前，香港路德會為栽培有志於協 
同神學院接受裝備的同學，特設提供生活津貼和學費豁免的「以利沙計
劃」。今天，我們特意代表「以利沙計劃」下畢業的同學，感謝我們所尊敬
的香港路德會戎會長和神學院董事會主席陳牧師寬澤主恩，為香港路德會各
堂會作育牧職英才。

最後，我們想藉此機會，代表應屆畢業的同學們，向一些在我們背後默默地 
支持和鼓勵的人士說一聲多謝！

我們先要感謝協同神學院院務處的同事，把同學們的個人檔案整理得井井有
條；工友們還在課室預備涼水，把枱櫈打掃得一塵不染，給同學們窩心的照
顧！

同時，我們要多謝各同學們所屬堂會的牧者和傳道同工們，多謝你們的支持 
和鼓勵。雖然我們為滿足日間的課堂要求，甚或有些同學要外出實習，因而
減少了參與教會的事奉，但多謝你們的體諒，並弟兄姊妹們的關心和禱告上
的支持!

在此，我們更要深切地感激每一位本屆畢業同學的家人：我們的太太、丈
夫、父親、母親、兒女和兄弟姊妹們，感激你們在過去數以年計的日子裡，
在家中不辭勞苦地付出，甚或在困竭的經濟環境中一同度過！今天，願你們
都可以一同分享著這份喜悅和殊榮，因為這亦是你們所應得的！

隨著今天畢業典禮的完結，我們將會踏上新的台階。主耶穌對門徒說：「要 
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要求莊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
的莊稼。你們去吧！......」面對這片廣大的福音禾場，我們應當如何回應主
的吩咐呢? 正如本屆畢業典禮的口號：「三十三屆．生生不息」，我們求莊
稼的主差遣，大大使用吾等十一位畢業生，讓我們好好運用協同神學院給各
人的優秀裝備，「生生不息」地在福音的禾場上為主作工，廣傳福音，收主
要收的「莊稼」!

此刻，讓我們再一次代表全體畢業同學們，感謝戎會長、陳主席、葉院長、 
各位師長和牧長們作育主僕的勞苦，並祝願大家身體健康，主恩常在！

願主祝福大家！謝謝！

-33-





畢業生感言



陳慧卿 道學碩士

                                                        

回想2019年正為前路迷茫的我，剛好遇上「以利沙計劃」，重新提醒
了我曾經領受到的召命！天父的時間，天父的安排，確實奇妙！

三年的光景，滿滿都是感恩！剛開始的不安，課業的壓力，對比起所得
著的，真的不足掛齒！特別是認識了一班同路人(同學)，一起趕功課，
一起訴苦，一起打鬧，一起分享，一起禱告……點滴都成為了我的力
量，我的支持！謝謝你們！
感謝教授們用心的教導及提點，對學生真誠的分享和鼓勵，感恩上帝讓
我有幸在協同神學院學習！

三年時間，歲月如流，在在都是不捨，可是天父呼召我們是要進入人
群，將福音，並祂的愛帶給世人。願我們都帶著滿心的感恩和愛，還有
師長的勉勵，在天父帶領之處，作和平之子，成為祂福音流通的管子！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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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的帶領，小僕於2016年以「福音幹事」的身
                                     份在「路德會基督堂佈道所」事奉。承蒙張納德牧師
                                     和陳聖光聖職教師/校監的信任，小僕得以在他們的
                                     帶領、指導和鼓勵下，在他們牧養教會的工作上作點
                                     協助和學習。用而知不足！在事奉的路上，上帝讓小
                                     僕明白，一個系統性的神學裝備是不可或缺和終生受
                                     用的。所以，在主的引領下，於2017年小僕來到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協神），正式修讀夜間
                                     的神學學士課程。適逢2019年的新學年，神學院開
始提供全日制的神學課程，小僕經過禱告、與事奉機構商討和教會牧者同工的推
薦下，正式成為一個全日制的神學生。當然，這也少不了太太和兒女們的支持和
鼓勵！感謝天父的帶領，小僕緊隨修畢神學學士課程後，於2020-2022年間竟
可以義務傳道的職份，一邊於聖道堂和愛心堂分別跟劉小明牧師和李炳森牧師在
牧會的事工上學習事奉，同步繼續進修神學研究碩士和道學碩士課程。

小僕自踏入「協神」校園的第一步，到今天畢業
的日子，一眨眼，近六個頭年就過去了。校門前
的小花園、登上四樓的每一段樓梯、課室內的一
枱一櫈、投影機投放的每一張投影片，教授們孜
孜不倦的教導、上課時同學們專心學習的情景、
小息時師生間歡愉的交談、網課中一個個方塊的
臉容和學生會籌組林林種種的活動等，都一一烙
印在腦海中！盼望這一切一切，不單是個記憶，
也成為同學、教授、牧長和行政同工們日後相交
時美好的話題和甜蜜的回憶！

畢業了！總算完成了一個「階段性」的裝備，理應如願，持萬丈雄心為主披甲上
陣！但這些年間，感謝聖靈的引導，讓小僕明白，要作無愧的工人，最重要的是
先「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悅」。一方面要「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
15）；同時，更要心存謙卑，在上帝的家裡竭力事奉，正如主的教導：「你們當
中誰有僕人耕地或是放羊，從田裡回來，就對他說『你快來坐下吃飯』呢？他豈
不對僕人說『你給我預備晚飯，束上帶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
喝』嗎？僕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還謝謝他嗎？這樣，你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
的，要說：『我們是無用的僕人，所做的本是我們該做的。』」（路十七
7-10）。因此，求主不斷陶造小僕生命，成為一個主所喜悅的僕人，終生事奉
主，榮耀主的名！阿們！

周亦俊 神學學士、神學研究碩士、道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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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雄 神學研究碩士、道學碩士

                                                        
唯獨恩典我纔能信主；
唯獨恩典纔能進入協同神學院；
唯獨恩典我纔能夠再次完成另一階段的神學訓練；
然而我有機會學習和事奉全是恩典。

在過去十多年的學習過程中，感謝協同神學院眾師長的諄諄教誨與生命
榜樣，以及同工、同學們的服事和鼓勵，並感謝家人和母會、服侍教
會、實習教會、眾師長及弟兄姊妹長期的關懷與支持，這確實是無比的
福氣。惟盼日後仍舊仰賴基督恩典，使我竭力忠心於祂所賜予的「異
象」和「信心」， 一生在天路上盡心盡力盡意事奉主。

唯獨恩典纔能經歷主的恩典。感謝上帝。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頌
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上帝。」(西 3:16)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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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怡 道學碩士

                                               

感恩主呼召，感謝教會支持，
感謝神學院各導師鼓勵，
感恩有同窗並肩同行；
感謝自己堅持完成！
願主保守，我願一生跟隨祢！

劉景駿 神學學士、道學碩士

                                                        

回首來路與前塵　年少輕狂己路行
風浪人生遇見神　行步見步主恩臨
感恩學習在協神　同喜同悲同路行
功課做到見頭暈　挑燈夜讀趕論文
感激教授的用心　傾囊相授不手緊
學做傳道學做人　牧者牧人更牧心
世道平安何處尋　客旅人生唯有神
平靜風浪笑風雲　跨越今生到永恆
協神畢業今有感　唯盼事主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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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迪豪 道學碩士

【人生就是不停地奮鬥】                                                        

人類從出生起，就是一個奮鬥的過程。由嬰孩牙牙學語，到
踏出人生的第一步，至上學、工作，一直是一個奮鬥的過程。
猶記得兩年前重拾神學生身分上課的第一週，我疲乏地坐在
沙發上發呆，向上帝呼叫：我不行了，太辛苦了。然後又走
過兩個秋冬。

人生就是不停地奮鬥。讀神學就是一個奮鬥的過程。讓上帝破碎、重整，成為上帝
合用的器皿。「說出來會被嘲笑的夢想，才有實踐的價值。」（作家九把刀） 傳道
人，都是一群追夢的人，追尋著一個單純無比、福音遍傳的夢。

我很善忘的。而我從不敢忘記，在我的牧師作神學生時一個關於約瑟的歌劇，我看
到神學院單張那份興奮；爸媽回應我讀神學時那份溫暖；在短宣體驗時一個晚上與
牧師睡在教會天台數著星星尋求呼召；我踏進協同神學院面見賴漢欽院長、葉泰昌
院長那份緊張與期待。我更不能忘記恩典。我成長時的牧者與導師，我親如家人的
弟兄姊妹，我人生中每個經歷上帝的片段。 這些一切一切，造就了今日的我。

人生就是不停地奮鬥。放下老我，背上十架，走主之道。

感謝總會對神學生的支持。感謝協同神學院教授們的悉心教導、同工們的用心預
備。感謝教會牧者與弟兄姊妹的鼓勵。
感謝我的愛：麗萍、安臨。
感謝我的主，聖三一上帝。

頌主聖詩 《順服》

我所行走的路，引我更近天父，雖然經過痛苦憂傷；
雖非我選之路，但我若走己路，我會失去喜樂歡暢。
若我要得冠冕，要背負我十架，雖非我願背的十架；
既然要賜給我，我願背負不怕，為主的名負此十架。
救主在前引領，我願順服主命，祂的慈愛向我顯明；
我心最高渴望，遠超世界之上，只有順服我才得勝。

副歌：
非我願做之事，非我願去之地，因我不配選擇自己的路，
救主為我揀選，這是最好無比，願主指引我去或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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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小蘭 神學學士

                                         

（主耶穌）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
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你們去吧！我差你們出去，如
同羊羔進入狼群。」（路10:2-3）

感謝神給我勇氣放下做了廿年的工作，並全心全意投入神學生生涯及教
會事奉的工作。這真是好得無比！
感謝神賜給我一班很有愛的同學們，我們一起上堂學習，一起分享生活
及事奉經驗，今天我們雖然畢業了，盼望在未來的日子裡依然彼此扶
持，靈命也一同成長。

感謝神，能日夜在神的殿中獻上敬拜，是我這生的福分。更感謝神，在
這奇妙安排的恩典下，及救恩堂的金牧師，各長執們，各弟兄姊妹們的
教導及包容下，我慢慢熟習教會裡的事工和配合幼稚園的福音工作。

願神繼續保守我能成為衪所喜愛的「農地裡的收割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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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炬 神學學士

                                      

「謹慎和忠誠」

雷震宇 神學學士

                                                      

「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
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
我要在他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
（詩篇116: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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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昶灝 神學學士

                                         

神學院的學習竟然就這樣過了，恭喜我們一眾同學度過了人生最輕鬆的
一段時光。大家由一起入學到一起可以順利畢業，對我們來說簡直是奇
蹟！接下來即將踏入職場，迎來最現實的傳道者生活。

有人曾說：知識就像內褲；看不見但很重要。神學院的學習不是只有知
識的提升，也有各方面的訓練及培育。雖然知識別人看不見，但真的很
重要。期許我們眾人離開學校後繼續能保持學習熱忱。

大家畢業快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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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韋德 神學學士

【十年一夢】                                                        

「十年太長，什麼都有可能會變；一輩子太短，一件事也有可能做不完。」

王家衛在電影《擺渡人》的名對白，道出了時間的觀念。十年前，我才剛大專畢
業，就進入神學院裝備。那時候我不懂甚麼人情世故，只懂埋首苦讀，卻如空對
棉花揮拳，使不上勁之餘，又如如履薄冰，每步都是戰戰兢兢。然而，在掙扎當
中，上帝就一直引領我、教導我如何作主僕人。一路走來，就已經十年了。

十年之前，我只是迷茫的年青人，不知前路如何，但是行步又見步，恩典滿滿。
十年之前，大概我也不會想像過，自己能當教師、當行政主任、當傳道人，在不
同的工場事奉。所以，十年真的太長，甚麼都有可能會變。

而「一輩子」確實太短，「一件事也有可能做不完」。作為主僕的，一生其實只
需作一件事，就是事奉上帝。在行事為人、在待人接物，都在上帝的計劃裡盡
忠。而我不曉得，在「熄燈」一刻，自己能否清心的告訴上帝，我已經按祢所託
付的完成使命了。
 
踏入人生的第四個十年，但願我仍能繼續懷著一顆謙卑的心，來面對晴天、陰
天、雨天。特別感謝楊嘉駿牧師，擔當了我的師傅逾廿年，在靈性生命、人生、
牧職當中，一直勉勵、扶持、鞭策我。感謝陳光強校長、譚永成主任和陳光耀主
任，在迷茫之時，能給予我清晰的意見，在教學法、行事為人上，以愛心一直培
育學生。感謝岳誠軒博士，在神學上的認真鑽研，課堂充足準備，是我研究學問
的楷模。最後，感謝太太一直支持，在太空相遇，在人海穿梭，一同經歷這十年
的高山低谷。
 
但願，下一個十年回首之時，我能為自己做過的事無
悔驕傲；我所相信的，也不致被動搖。



神學院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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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友好賀辭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學生會   敬賀

免 我
得 將
我 你
得 的
罪 話
你 藏
。 在
    心
    裏
    ，
 

-52-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作鹽作光
作主精兵

香港路德會頌恩堂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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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作主精兵

香港路德會協同堂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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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作鹽作光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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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迦勒牙科植牙中心
恩典牙科植牙中心   敬賀

迦勒得以進入
流 與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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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榮歸基督

浩天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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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作鹽作光 
忠心侍主

香港路德會聖道堂伉儷團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佳美 踪

香港路德會聖道堂
劉小明牧師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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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作主精兵
廣傳福音
香港路德會聖道堂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作主精兵
香港路德會愛心堂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福音廣傳
香港路德會救主基督堂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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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福音廣傳
香港路德會聖三一堂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榮神益人
路德會救主學校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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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榮神益人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同沐主恩
路德會聖馬太學校（秀茂坪）   敬賀

-62-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同沐主恩
路德會梁鉅鏐小學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與主同行
 香港路德會聖馬太堂   敬賀

-63-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作鹽作光
路德會馬錦明慈善基金馬陳端喜紀念中學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作主精兵
香港路德會持續進修教育部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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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作鹽作光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作鹽作光
香港路德會象山堂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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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為主發光，榮耀基督。

香港路德會救恩堂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十架為榮
路德會聖十架學校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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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福音廣傳
路德會北角協同中學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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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榮神益人

路德會呂明才中學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對靈命不斷更新 
對召命不再猶豫 
對使命不惜擺上

香港路德會長沙灣頌恩堂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薪火相傳 
傳揚福音

香港路德會聖腓力堂
李志廣牧師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福音廣傳

路德會 聾學校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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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榮神益人

路德會增城兆霖學校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作鹽作光

路德會建生幼稚園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歷康莊世途
行恩主窄路

主的僕人   敬賀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誌慶

福音廣傳

香港路德會雍盛堂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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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歌曲

【務要傳道】                               曲、詞：林偉雄  
（路4：18-19、提後4：2-5、約3：16、太28：19、可16：15）                                                      

1.    主的靈在我身，賜恩典充滿我心，
差遣我傳主恩，要得自由、罪得釋放。
當專一傳揚主基督，頌讚主恩，唱哈利路亞 ! 

副歌：務要傳道，總要專心教導人 ; 
務要傳道，以愛勸勉再關心；
凡事謹慎，傳揚主真道，盡我職分。 

2.    感謝神在我身，賜恩典充滿我心，
差遣我傳福音，要得救贖、永生盼望。
當專一傳揚主基督，頌讚主恩，唱哈利路亞 ! 

副歌：務要傳道總要專心，教導人；   
務要傳道，以愛勸勉再關心；
凡事謹慎、傳揚主真道，盡我職分。 

Bridge：靈火燃點我心，傳揚主普世救恩；
燃起合一的心，傳揚耶穌十架救恩；
靈火燃亮我心，叫信主得永生救恩；
興起合一的心，傳揚基督救贖之恩。

副歌：務要傳道，總要專心教導人 ; 
務要傳道，以愛勸勉再關心；
凡事謹慎，傳揚主真道，盡我職分。 

敬奉主，要竭力盡心，唯按正意分解真道，作無愧的工人。 
我一生的職分。（阿們）



-71-

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
籌備委員會
                                    

主席：陳慧卿
副主席：劉景駿、鄧迪豪
文書：李韋德
財政：雷震宇
音樂：林偉雄、劉嘉怡
總務：趙炬、林偉雄
物資：陳小蘭、何昶灝
攝影：周亦俊、劉景駿

顧問：馮達揚副院長、岳誠軒教務長、
陳慧萍主任

協助：廖德強牧師

設計：鍾麗萍 
出版：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第三十三屆畢業典禮歌曲

【務要傳道】                               曲、詞：林偉雄  
（路4：18-19、提後4：2-5、約3：16、太28：19、可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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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信義宗神學院
紐約神學教育中心
迦勒牙科植牙中心
恩典牙科植牙中心

浩天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及各堂校友好惠賜賀辭

協同神學院同工及各同學多方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