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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如何在社會運動歷煉中， 

  慎思明辨？】 

最近香港進入社會運動旋渦之中，無論是教友，神學院的學生或香港路德會的

牧師，不時問我兩類問題：第一類是：「聖經中，有否示威遊行？」，「聖經中，有否

罷工？」，第二類是：「基督徒可否示威遊行？」，「基督徒可否罷工？」 

回答第一類問題比較簡單。因為在新舊約聖經中，確實沒有示威遊行，更確實沒

有罷工。 

回答第二類問題比較複雜。因為雖然在新舊約聖經中，確實沒有示威遊行，確實

沒有罷工。但不等於今日基督徒，在今日社會環境中，不可以示威遊行，不可以罷工。 

我通常用問題，來回答這些問題： 

如果您覺得今日基督徒，可以示威遊行， 

（1） 他（她）是用甚麼身份去示威遊行？ 

（2） 他（她）示威遊行時，如何避免他（她） 

的基督徒身份，遭受別人責難？ 

（3）他（她）在甚麼情況下，才去示威遊行？ 

如果您覺得今日基督徒，可以罷工， 

（1）他（她）是用甚麼角度（人：僱主~僱工；抑或神人：聖召）去看 

這份工作？ 

（2）他（她）是用甚麼身份去罷工？ 

（3）他（她）罷工時，如何避免他（她）的基督徒身份，遭受別人責難？ 

（4）他（她）在甚麼情況下，才去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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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這些問題時，少不免接觸兩個要點： 

其一是，作為一個基督徒，他（她）個人的基督徒倫理。 

（1） 他（她）如何效法基督，只能以和理非，以愛（基督的愛，為他人的愛）

及負責（刑責，罪責）任的行動（潘霍華的說法）去面對暴力， 

（2） 他（她）如何以愛去面對不公義，包括

所謂「暴力的政府，不公義的政府，不

聽訴求的政府，以言入罪的政府」， 

（3） 他（她）如何透過社會參與，憐憫弱勢

社群，爭取公義去建立屬靈操練！ 

其二是，作為一個基督徒，他（她）的政治倫理。 

（1） 他（她）如何順服政權（政府）？順服政權有沒有聖經和信仰的底線？政

權的存在（上帝的用人）的不同理解（武力或上帝命定？君權神授？由人

民授與？） 

（2） 他（她）如何界定不公義的政府，如何面對不公義的政府時應逃避，謀反，

公民抗命，抑或祈禱？作為一個基督徒，他（她）可否及如何與非基督徒

同行（抗爭）不公義的政府？（羅馬書抑或啟示

錄的模式？）他（她）可否等待另一個政權施行

上帝的懲罰（如尼布甲尼撒）（刀劍之權不在教

會，寧可讓步，聽憑主怒？） 

（3） 他（她）如何解釋「刀劍之權不在教會」？抗爭

示威是否刀劍之權？支持政府是否刀劍之權？

當所謂不公義的政府鎮市民時，教會有沒有刀

劍之權？如果刀劍之權不在教會，責難政府發聲之權可在教會？基督徒的

發聲有否以愛（基督的愛，為他人的愛）為底線，抑或促進暴力（不可忘

記：不耍為作惡的，心懷不平）？ 

您能否回答這些問題嗎？我期盼您們能夠在這塲社會運動歷煉中，慎思明辨，建

立一套接近路德宗兩國論，一套倚靠上帝而堅守的愛上帝而又愛憐舍的倫理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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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往昔，感恩處處                     劉小明 牧師 

（上屆學生會職員會主席） 

轉瞬間，已踏入了 2020 年度的新學季，神學院

教授與學生經過一年努力辛勞，稍作休息過後，又再重

新努力。雖然數月前的社會運動和近日的冠狀病毒疫情

影響了一些生活節奏，蒙恩的你和我，亦處之泰然，但

願人人心身健康，主恩滿溢，家庭幸福。 

2019 年底，我已完成協同神學院道學碩士課程及結束服事了二年的神學院學生會主席

崗位，暫別校園，惜別各畢業同學及同心事奉的學生會各位成員。我十分欣喜在神學院十二

年的學習和學生會的二年服事，這十二年相比過往的服事崗位更充實，更感恩。在十二年的

路德會神學教育學習及二年學生會事奉中，我十分感謝神學院院長，教授老師，職員同工，

同學的關心支持；特別是在這段日子裡，得到協同神學院院長葉牧師，各位職員的信任，各

同工無怨無悔的共事態度，實是令我畢生難忘；再者，承蒙牧長支持，同學的謙虛教導，更

使我明白到這多年的事奉生命，原來是上帝特意為我預備的一份「恩典禮物」。 

記得一位已返天家的老師曾教導，基督教教育有兩大使命：一是「教育使命」；二是「福

音使命」。「福音使命」是叫人信主得永生，而「教育使命」是叫人享受基督教文化，這種文

化是高過一般哲學思想，能帶領人的思想走進一個屬靈屬天的大愛世界。細想神學教育也是

包含這「基督化教育」跟「靈魂工程」並行的原素，神學教育和事奉也是在聖經真理中裝備

自己，為神所用，今天我能擠身在這事奉行列中，甚感欣里，年屆退出，有以下感言： 

一是不配：我不配受恩，也不配被神所用，但竟可成為蒙恩得救的人，今天竟可完成

道學碩士課程，並在學生會參與事奉。我既非優才，資歴與能力不高，唯主揀選，沒法推辭，

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5：10 所說：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

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還曾說：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二是感恩：神學院日益成長乃是神的恩典，同學在神學院中學習，使生命更易造就，

學生會的功能其一乃使神學院與和學生及同學與同學的關係更加靠近，實在要感恩遠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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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50：14 曾記：「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於神，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願」，神學院及學生會已

有前人的栽種今日的收成，只是上帝叫他生長，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3：5-6 所教導： 亞波

羅算什麼？保羅算什麼？無非是執事，照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引導你們相信。 我栽種了，

亞波羅澆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長。 

三是感謝：學生會的苗壯除感謝上帝外，亦要感謝感謝本屆職員會各位同學：王惠光、

周亦俊、范文強和黎端虹；感謝各位學生會職員支持及指導，各職員同工不離不棄，好學力

行，事奉上帝的精神，使神學院不斷發展，以利沙計劃，國際化視野。 

四是回望：這二年間，學生會可有發展： 

A. 《學訊》月刊 

B. 協助神學院的神學講座 

C. 參加在神眼中的瞳人靈修日營 

D. 造訪信義宗神學院圖書館 

E. 順利選出新一屆的學生會職員會 

F. 11 月 21 日學生會團契 BBQ 活動。 

學生會的活動接續而來，讓老師、同學透過不同的活動和遊戲，可以歡聚交誼、加深認識。

最後，祈求神幫助同學們在愛中相連相繫，讓我們透過學生會的事工，加深同學們彼此間的

關係。事奉中，對同工及同學友好同道或有得失，懇請原諒，以愛包容。 

最後是祈求：神學院不斷成長，祝賀

新一屆職員會同學：周亦俊、劉景駿、盧志廣、

黃尚禮和陳慧卿；祈求上帝繼續施恩，賜恩與

協同神學院院長：葉泰昌牧師，副院長：馮達

揚牧師，教務長: 岳誠軒博士，教授，職員及

學生們，福杯滿溢，主恩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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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亦俊 
（學生會職員會主席） 

2015年中，我正式離開服務了廿八載的

公務員團隊。感謝主的帶領，一年後就讓我到

路德會的一所佈道所事奉。承蒙牧者同工們

的信任，得以在他們的鼓勵、指導和帶領下，

協助他們牧養教會。用而知不足，昔日散修式

的神學裝備，原來只可作點散兵游勇的服

事！上帝不單讓我明白，在牧養事奉的路上，

一個系統性的神學裝備是不可或缺的；同時，於 2017年更引領我來到「路

德會協同神學院」，正式接受神學的裝備。適逢 2019 年神學院開始提供全

日制的神學士課程，經過禱告、與事奉機構商討和教會牧者同工的推薦下，

我正式成為一個全日制的神學生，好作裝備，日後能成為一個主所喜悅的

僕人，事奉祂，榮耀祂的名！ 

日間的事工雖剛停下，換來的卻是神學院學生會職員會的事奉。感謝

上帝，兩年前就給我機會參與學生會的工作，跟葉院長和學生會前主席劉

小明牧師同工，在他們身上學習事奉。上帝讓我藉過去的參與和學習，不

單了解學生會的工作和角色，更把積下來的經驗，與新一屆的學生會同工 

    們一起分享，同心協力，拓展學生會的前路。背負新一屆學生會 

        職員會主席一職的我，期盼學生會能成為院校學生們與 

            學院師職人員間一道穩健的橋樑，求主保守！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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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瑞虹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暨信義宗神學院導賞日一

天遊，於 2019 年 8 月 19

日星期一，早上集合一起喝

早茶後便上山去了。能與學

長、牧師和教授一起聚會及

互相交流，實是美事。在此感謝潘新良教授帶領導賞團，

參觀及了解學院的建築風格特色等等。祈望在往後日子

裏，讓各位有更多交流活動空間，到時也請大家踴躍報

名參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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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路德會協同神學院 

葉院長、馮副院長 

聯同 

學生會全體職員 

謹祝賀 

以下同學們獲頒受相關學位之喜 

（資料輯自第 32 屆畢業典禮程序場刊、排名無分先後） 

++++++++++++++++++++++++++++++++++++++++ 

李炳森先生（道學碩士） 金錫泰牧師（道學碩士）  

王惠光傳道（道學碩士） 劉小明牧師（道學碩士） 

姜樂雯牧師（道學碩士） 李家強牧師（道學碩士） 

陳瑋茵女士（道學碩士） 譚文生牧師（道學碩士） 

李志廣牧師（神學研究碩士）(註一) 

Rev. Songim UN（Bachelor of Theology / 神學學士）

Rev. Naro PHIN （Bachelor of Theology / 神學學士） 

Mr. Kimnang ROTH（Bachelor of Theology / 神學學士） 

Rev. Ravy VAN（Bachelor of Theology / 神學學士） 

黎端虹女士（基督教教牧學副學士） 

（註一：李志廣牧師於 2019 年 12 月中已完成道學碩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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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路，從來都不是一條容易走

的路。有人全時間進修，有人半工讀，每個

人身處的環境和情況都不同，希望達到的結

果也不同，但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聚在一

起 : 希望在神學的範疇上進深學習。 

雖然各自懷著不同的背景和原因來到

神學院，但藉著上帝恩典我們能夠相聚在一

起，在繁忙的神學生活中，感恩有協神學生

會籌辦了燒烤活動，在去年 11 月 21 日， 

一個既清涼又晴朗的日子，協神眾師生相聚

在鬧市的邊陲，接近屯門碼頭的路德會增城

兆霖學校，當晚有詩歌分享，有互相代禱和

認識的時間，更感謝同工同學們預備場地和

食物，讓一眾師生在美食佳餚中，享受主內

相交的情誼， 肚腹得到飽足，更感恩的是在

主內互相鼓勵支持，靈性也得到飽足。期待

著下次的師生友共聚，在不平安的世代當 

中，這份主內情宜更顯得珍貴。願

我們在神學路上好好裝備、學習，

互相扶持，同路同行，學有所成，

為主所用，回報主恩。 

協神 B B Q      劉景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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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達揚牧師

（副院長） 

 
眾所周知，基督敎以十字架爲標誌，在敎會與基督敎學校裏，十字架隨處可見，

不少基督徒也在家中掛上或放置十字架，或戴上十字架的頸鏈、耳環。我們基督徒何

以如此重視十字架？難道它有甚麼神祕力量？在一些西方的文學作品中，十字架似乎

擁有特殊力量，尤其在恐怖小說中，譬如 Bram Stoker 所著的《吸血殭屍》（Dracula），

十字架被描繪爲有驅邪、驅鬼的作用，殭屍一見到十字架就會很害怕，因爲十字架可

以灼傷他們。其實，十字架是否眞的擁有特殊力量呢？難道它是我們基督徒的「護身

符」？十字架究竟有甚麼可誇的呢？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十字架原來是古羅馬帝國時代用在死囚上的刑具。上帝差遣

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來到世上，正承受了這世間最大的苦難：釘十字架。釘十字架是

對死囚最殘酷的刑罰和最大的羞辱，因爲他不單無助地被掛在木頭上等待死亡，更被

剝光衣服示眾。十字架存在著它的矛盾性，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活像一個無能

者，但我們基督徒卻以十字架作爲信仰的象徵，相信十字架代表上帝的大能。當我們

宣揚我們的信仰時，何以要高擧十字架這個古羅馬的刑具呢？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談及十字架時，也道出了十字架的矛盾性。保羅說：「因

爲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是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是上帝的大能。」（林前一

18）「滅亡的人」自然是指這世界的人，他們不能理解十字架的道理：試問無所不能的

上帝，又怎會被釘在十字架上呢？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穌，表現出徹底無助、軟弱的

形象；祂明明可以逃過這災劫，大可以以神蹟奇事，去滅絕陷害祂的人，何必要用這

愚拙的方法，來彰顯上帝的大能呢？這就是智慧人的邏輯推理了，他們認爲十字架與

上帝的大能是互相矛盾的，兩者不可混爲一談。 

 

保羅繼而反問：「智慧人在哪裏？文士在哪裏？這世上的辯士在哪裏？上帝豈不

是已使這世上的智慧變成愚拙了嗎？」（20）他否定了世人的智慧，因爲他們的智慧在

上帝裏反變成愚拙。保羅繼續解釋說：「旣然世人憑自己的智慧不認識上帝，上帝就本

著自己的智慧樂意藉著人所傳愚拙的話拯救那些信的人。」（21）這說明世人的智慧反

成了他們對自己的咒詛，因爲他們的所謂邏輯推理令他們更遠離上帝。然而，上帝的

智慧是我們不能測透的，世人眼中愚拙的道理，上帝反而用上了，因此祂讓祂的獨生

子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爲的是要拯救相信的人。信仰並不要求甚麼邏輯推理，反而

單單是對上帝一份單純的信心、倚靠。 

 

保羅仔細地道出了不同的人對十字架的不同看法：「猶太人要的是神蹟，希臘人

求的是智慧，我們卻是傳被釘十字架的基督，這對猶太人是絆腳石，對外邦人是愚拙；

但對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智慧。」（22-24）

這裏，保羅提出了三類人的看法，包括猶太人、希臘人，以及信徒，讓我們逐一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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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猶太人眼中，十字架是絆腳石，是使他們跌倒的。猶太人一直都期待著一位彌

賽亞（卽受膏者，希臘文翻譯成「基督」）的出現，這是舊約聖經對他們的應許，但他

們所期望的彌賽亞並不是一個受苦的彌賽亞。那麼猶太人心目中的彌賽亞是怎樣的呢？

保羅提到，猶太人所求的是神蹟；那麼他們爲甚麼不相信主耶穌呢？主耶穌豈不是在

他們當中施行了許多神蹟奇事，治病趕鬼，甚至叫死人復活嗎？因爲猶太人所求的是

更大的神蹟，而一個能夠帶領以色列國復興的軍事領袖的出現，就是他們所一直期盼

的神蹟了。 

 

事實上，猶太人對彌賽亞（基督）有這樣的期望不無道理，因爲在主耶穌出現之

前，在猶太羣體中多次出現自稱爲基督的人，每每給予猶太人復國的希望，後來證實

都是假基督。然而，猶太人一直沒有放棄夢想，依然期盼這神蹟的出現；他們並不相

信一個釘十字架的基督會是成就神蹟的那一位。根據舊約聖經的記載，上帝與以色列

民所立的約源於亞伯拉罕的約，上帝承諾亞伯拉罕要使他成爲多國之父，要賜予他大

國大名：「國度要從你而立，君王要從你而出。」（創十七 6）這個約後來亦眞的實現

了，亞伯拉罕的後裔，大衞的子孫作王，這可謂是國之成就。 

 

國的觀念在猶太人當中是根深蒂固的，卽使在以色列國和猶大國皆亡以後，他們

仍期望他們的國可以復興。當然，猶太人誤解了上帝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因爲上帝

賜予他大國大名的眞正目的是：「地上的萬族都必因你得福」（十二 3），而叫萬族得福

這回事，最終乃透過亞伯拉罕的後裔耶穌來成就，卻不是以軍事方式成就。這解釋了

爲何主耶穌初期傳道時，總吩咐被祂醫治的人不要對任何人說，雖然祂的事跡始終被

傳開了。主耶穌叫得醫治的人暫且不要公開祂作爲基督的身分，主要原因是時候未到，

因爲當時的人對基督存錯誤的期望，以爲祂會率領猶太人復國，對抗當時的羅馬政府，

連跟隨主耶穌的門徒也常有這種誤解，因此主耶穌很遲才公開祂作爲基督的身分。最

後主耶穌被釘十字架一事，自然成爲猶太人的絆腳石，因爲他們所求的神蹟是照自己

的意思，而不是照上帝的意思。 

 

保羅續說：在希臘人眼中，十字架是愚拙的。希臘的文化是多神主義，他們的神

話滿天神佛；然而，無論希臘文化有多少個神，希臘人對神的觀念是一樣的：他們也

相信神無所不能，而他們心目中的全能神是沒有感情的，沒有感情方能不受影響，尤

其不受人影響，否則就會反過來被人類支配。論到道成肉身的上帝，他們完全不能理

解，因爲高高在上的上帝沒理由會親臨世間，與平民百姓看齊；他們不理解這位虛己、

取奴僕形象的上帝，遑論是在十字架受苦的上帝。 

 

保羅提到，希臘人所求的是智慧。希臘人以自己的文化爲榮，在文學、哲學、科

學方面都有卓越成績，影響力迄今不減；今天有不少哲學家、心理學家等，提出理論

時仍引用希臘戲劇中的角色，將之轉化爲詞彙。希臘文化水平之高是毋庸置疑的，他

們喜歡突顯其充滿智慧的一面，這點尤其在他們的辯論、勸說技巧中可以看到。例如

柏拉圖的作品乃以辯論爲題材，進行辯論的角色通常包括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自己（這

些角色很可能是虛構），他們不常求言之有物，反而著重咬文嚼字，甚至大玩文字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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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爲表現其睿智的言語，盡管所談論的都流於空洞。換言之，希臘人不惜一切，都爲 

求達致智慧的表達方式；相對而言，福音的表達方式正是他們所藐視的，因爲它遠遠

不及他們心目中智慧的水平，一套談及上帝會容讓自己被釘在十字架上受苦的福音，

於他們來說簡直是愚不可及。 

 

保羅卻這樣說：「因爲基督差遣我不是爲施洗，而是爲傳福音；並不是用智慧的

言論，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林前一 17）這可謂是保羅的自白，因爲論到新約

聖經，保羅肯定是最主要的貢獻者，新約聖經佔了三份之一都是保羅的手筆。而保羅

明言，他的寫作手法就是刻意迴避智慧的言語。原來智慧的言語反而會令十字架落了

空，讀者會在絢麗的文字表達上兜兜轉轉，反而忽略了眞理。故此，求智慧的希臘人

無法理解十字架的道理，這就證明「聰明反被聰明誤」的道理了。 

 

十字架在要神蹟的猶太人眼中成了絆腳石，在求智慧的希臘人眼中則成了愚拙，

兩者俱不能理解釘十字架的基督。至於我們這些蒙召得救的基督徒呢？保羅提醒我們，

我們所傳的這位釘十字架的基督，有雙重的意義，就是上帝的大能，以及上帝的智慧

（24）。第一，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爲我們死，讓我們看見一個完全軟弱、無助的形象；

然而，祂死而復活，向我們證明祂有勝過死亡的權柄，眞正的大能乃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第二，上帝差遣愛子來到世界，是極盡的紆尊降貴，讓我們看見一個奴僕的樣式；

然而，上帝眞正的心意，是讓祂的獨生兒子作我們與上帝之間的中保，讓我們藉著主

耶穌得與上帝和好，這就是上帝高深莫測的智慧了。 

 

保羅說：「上帝的愚拙總比人智慧；上帝的軟弱總比人強壯。」（25）這特別提醒

我們不要因自己的智慧與能力而自誇，因爲縱使上帝在某些人的眼中是愚拙和軟弱，

也沒有人可能超越之，故我們須要學習在上帝面前全然謙卑。再者，外表上的愚拙和

軟弱其實蘊藏極大力量，只在乎上帝如何運用之。如保羅所說：「弟兄們哪，想一想你

們的蒙召，按着人的觀點，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地位的也不多。」

（26）若只有智者和壯士才配得上帝所使用的話，相信上帝用不上多少人。反而，「上

帝揀選了世上愚拙的，爲了使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爲了使強壯的羞

愧。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一無所有的，爲要廢掉那樣樣都

有的」（27-28），上帝就是選用常人眼中的弱者，來彰顯其能力與智慧。 

 

有一位特別的演說家巡迴世界各地演講，無數人被他感動和激勵。這魅力非凡的

人並非容貌俊美、高大威猛，而是一個天生沒有四肢的人，他叫力克‧胡哲（Nick Vujicic）。

在一般人眼中，他是全然的弱者，不可能有甚麼作爲；然而，力克的演講內容就是自

己如何將「沒有四肢的生命」（Life Without Limbs）轉化爲「沒有限制的生命」（Life 

Without Limits）。力克成長過程中所面對的困苦可想而知，被同學嘲弄不在話下，他坦

言曾灰心得產生輕生的念頭，很惱怒上帝，看不見將來和盼望。他說他曾不斷祈求上

帝賜他四肢，心想假如有一天醒來發現自己有手有腳，就眞是神蹟了，但明知這是不

可能的事；反而，他漸漸察覺到，他本身就是一個神蹟，眞正的神蹟是：他依然沒有

四肢，卻充滿從上帝而來的喜樂，因爲今天他成了上帝重用的器皿，上帝透過他將希

望帶給世界不同角落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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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乾姊姊，一生經歷過很多苦難。1998 年，她丈夫腦部長了一個瘤，要

開刀做手術；手術表面上是成功的，因爲保住了他的性命，但事實上是失敗的，因爲

他自此之後嚴重失憶，甚至五分鐘前發生的事也不記得，更完全失去工作能力，令我

那本來安在家中做主婦的乾姊姊反要成爲家庭支柱，照顧丈夫。一年之後，我乾姊姊

的腰骨出現毛病；再過一年，她弟弟患了末期肝癌過身。這些不幸都是在三年之內發

生，很多時我也納罕，像我乾姊姊這樣的一位小婦人，又怎可能承受這一切？但她卻

成了一個活生生的見證，她身邊不少人都因看見她的堅強而信了主，明白到原來這信

仰能夠爲一個患難中的人帶來如斯平安。 

 

至於我的乾姊夫，他本來是一名工作狂，正因爲這樣，自己身患重病也不曉得，

直至有一天在家中暈倒。手術過後，他不能再工作，甚至不能照顧自己，成了不折不

扣的弱者。多年來，他的腦瘤不斷復發，後來更愈來愈頻密，終於醫生說腦瘤已割無

可割，延至 2014 年安息主懷。患病的 15 年來，我乾姊夫以燦爛的笑容面對一次又一

次的手術，和他妻子一樣感染了身邊的人。我對我乾姊夫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成了我

的救命恩人，原來我乾姊夫雖然嚴重失憶，上帝卻賜予他無比的專注力，可以一眼關

七，是一般正常的人所沒有的。一次我駕車時，在隧道口準備要付隧道費時，我一隻

手抓住方向盤，一隻手找硬幣，車卻繼續前行；一下子不留神，差一點點就撞上前面

的車了！當時車上其他人都有講有笑，沒留意到有危險，惟獨坐在我身旁的乾姊夫（因

爲他胖，所以要坐車頭座位）喝止了我。我深感我乾姊夫就是上帝差遣來保護我的天

使，不僅保護了我，還保護了車上所有人。 

 

上帝就是這樣以祂奇妙的智慧，使用像力克、我乾姊姊和乾姊夫這些常人眼中的

弱者，施展祂的大能，成爲多人的祝福。今天，世界上仍有很多希臘人和猶太人；我

所指的當然不是民族性的層面，而是我們可能不知不覺地在內心成了希臘人和猶太人。

現今的人高擧科學、哲學，這些現代版的希臘人很容易叫人偏離信仰，我們怎樣以我

們所高擧的十字架作回應呢？當現今的人講求成就，十字架的道理要我們學習甚麼功

課？我們能否提防會被這些現代版的猶太人同化呢？ 

 

 

 

 

 

 

 

 

 

 

後記： 僅以這篇舊講章鼓勵協同神學院各同學，在修讀神學的時候，
不要單顧知識上的追求，更要不忘高擧十字架，向人彰顯上帝
救人的恩典在你們身上的大作爲，以生命影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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