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同學： 

當您收到這份 《香港協同神學院學生會學訊》 時，應該是4月的下旬，假設COVID-

19 疫情仍未過去，仍感「抗疫疲勞」，仍需面對「限聚令」！ 

坦白說，面對 COVID-19 疫情，或者「抗疫疲勞」時，基督徒並沒有特別的良方妙

藥，我們一如其他人士，面對「抗疫疲勞」，面對未來何時可以解除疫情，何時可以正

常上班，何時可以正常上課等等問題，感到無奈，感到絕望，感到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

勁來；加上長期在家，生活工作習慣發生改變，所謂 Home Office，是工作？還是不工

作？有沒有下班時間？等等問題。 

這些無奈和絕望的感覺是正常的，我們不會因為是基督徒而沒有這些感覺，我們只

能選擇用甚麼態度去面對 COVID-19，面對失業，減少收入，面對不適應的不舒服感覺。 

其次，還要解決基本生活問題，當然，如果不幸地，您因為疫情，而失業的話，您

需要再尋找工作，當然您也知道這段時間去尋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這更進一步說明，

您更要小心保持您現在仍有的糊口的工作，您不會因為是基督徒而有一份鐡飯豌的工

作。 

您可能需要為長期抗疫去制定一份新的時間表，在這個時間表內，考慮 Home Office

時，如何做好功課，如何選擇幾本書，包括教科書去精讀，提高自己的學問質素呢？如

何鍛鍊身體，如何照顧家人，如何與家人，共用唯一的工作環境，而不引起爭執呢？ 

政府有不同的限聚令，但我仍鼓勵您藉著電話，Whatsapp 多與人接觸，藉著祈禱

多與上帝溝通，多思想上帝在耶穌基督裡面的愛，那個不能限聚的愛！ 

香港路德會 

協同神學院 
第三期 

（二Ｏ二㇐年 四月） 

院長的話： 

【不能限聚的愛】 



我嘗試改寫《羅 8：35~39》去思考這個不能限聚的愛。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新冠肺炎』麼？是『抗疫疲勞』麼？是

『失業』麼？是『減少收入』麼？是『無奈』麼？是『絕望』麼？是『不起勁』麼？…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

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阿們！ 

葉泰昌 

 

 

 

  

 

 

是的，正如「院長的話」，在疫情下，人們的生活習慣和工作模式都起了很大的

改變。就是協同神學院的上課模式，也從實體的課堂，轉為網上的教授，而這「網

課」的模式，更可能成為一個新常態。因此，就連同神學院學生會的發展方向，也

需要在這新的常態下，不斷求變，以達致持續運作和管理學生會日常的事務，促進

學生會團契精神及提高學生對神學院之歸屬感和責任感的目標。 

在會務發展上，除了年度性的會員大會，在過去四次的定期學生會會議和多次

特務性的商討，全都是以網絡平台進行；至於年度性的學生會年費，我們也突破性

地，首度以銀行轉賬形式進行。感謝上帝的保守，學生會內閣的協調和同學們的支

持，首階段收取年費的安排、交收、紀錄上的整理和發放等，皆在財務盧志廣弟兄

細心的安排下，得以非常順利地完成！ 

至於外務與各會員的聯繫工作，今天你看到的第三期「學訊」，所有稿件的招

募、交收、校對、編採和排版等工序，直至整份刊物的批閱和刊登，全是內閣成員

們在家中，各自抽空以網絡商討完成的。我也要在此特意感謝教授和同學們的來稿

支持，馮達揚副院長在校對工作上的參與和學術黃尚澧弟兄精美的排版。 

說疫情下不影響同學們對學生會的參與是假的，因為我們早前所定下一連串

「對外」和「對內」的活動，如靈修/感恩營、祈禱會、退修、打邊爐和 BBQ 等 

等，都要暫被擱下，等待疫情稍退，再按情況推行。但「協神學生會」的內

閣團隊總不會呆坐著等，而「疫中求變」的精神總給我們突破界限，找到 

彼此聯繫的空間！在現階段，我們正商討的，就有兩、三個活動放在火 

熱的鑊中，即將上桌，我就在此賣個關子，請同學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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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中求變 周亦俊 
（學生會職員會主席） 



 

 
 

 
大多數神學院都要求神學生修讀聖經原文，這對他們是一項重要的操練。事實

上，倘若能夠閱讀聖經原文，必更能明白上帝的道，皆因我們一般所用的中文聖經版

本，不論是和合本（近年出了修訂版）、新譯本、現代中文譯本，還是仍在製作中的

新漢語譯本，畢竟是翻譯作品，有著語言上的基本限制，尤其由於中文是現今幾乎碩

果僅存的楔形文字，而聖經原文──新約的希臘文，並舊約的希伯來文及亞蘭文──皆

爲拼音文字。相對而言，英文聖經（尤以最古老的英王欽定版〔King James Version，

KJV〕）較貼近原文的意思；但要眞正瞭解聖經的本意，最好還是回到原文去。 

 
要學任何一種文字，所需的時間當然不少。然而，現今科技發達，電腦網路上有

人花了不少功夫，將聖經原文逐字作語法分析（parsing），公諸同好；1 若能好好運用

這些資源，閱讀聖經原文並非遙不可及的事。作爲一位聖經原文的老師，我更堅持學

習聖經原文絕非神學生的專利，只要掌握語文的基本原理，人人都可閱讀聖經原文。

當然，如果能對英文文法有基本的瞭解，則更有助理解聖經原文，因爲英文跟希臘文、

希伯來文和亞蘭文一樣，都是拼音文字，詞彙會因應處境而產生詞性的屈折變化

（inflection）。 

 
就任何一種拼音文字而言，動詞可謂是句子的靈魂，因爲它是句子的基本結構。

本文略述聖經原文的動詞運用，期望大家掌握基本元素後，也能從聖經原文中尋找上

帝話語的眞義。論到動詞，最主要的變化莫過於時態（tense）。英文動詞的時態，就

形式而言，分簡單時態（simple tense）、進行時態（continuous tense）、完成時態（perfect 

tense）及完成進行時態（perfect continuous tense）四種，配以過去（past）、現在（present）

和未來（future）三種時間，合共是 12 種時態；再加上主動語態（active voice）和被

動語態（passive voice）的分別，卽英文的動詞共有 24 種變化。 

 
希臘文、希伯來文和亞蘭文的動詞有一項共通點，就是其人稱、數目等特徵已融

入詞語當中。大多數人學習聖經原文，都選擇以希臘文入手，因此在這裏，我也先談

希臘文：希臘文字典乃以動詞的現在時態作爲詞根（root），並以第一人稱單數顯示。

以「敎導」（teach）這個詞爲例，字典要查 παιδεύω，譯成英文就是“I teach”或“I am 

teaching”，其中 ω 就是第一人稱單數“I”的詞尾（suffix）。希臘文的動詞有第一、二、

三人稱的單、複數之分，因此各時態皆有六種變化。 

  

 
1 提示：只要在「Yahoo」網頁隨便打上「Greek parsing」或「Hebrew parsing」，很容易便找到聖經原文語法分
析的網頁。 

閱讀聖經原文 

豈是神學生的專利？ 
馮達揚牧師 
(副院長) 

3 



就時態而言，希臘文並沒有英文那麼豐富，因爲它只有六種時態，以下是希臘文

時態與英文時態的對應表： 

希臘文時態 相對的英文時態 

現在時態（present tense） 簡單現在時態（simple present tense）或 

現在進行時態（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未來時態（future tense） 簡單未來時態（simple future tense） 

未完成時態（imperfect tense） 過去進行時態（past continuous tense） 

不定過去時態（aorist tense） 簡單過去時態（simple past tense） 

完成時態（perfect tense） 現在完成時態（present perfect tense） 

過去完成時態（pluperfect tense） 過去完成時態（past perfect tense） 

  
希臘文的動詞隨不同的時態加上適當的詞首（prefix）、詞尾。槪括地說，未來時

態在詞根之後加上 σ 才加上人稱、數目之結尾（παιδεύσω，I will teach）；未完成時態

加上詞首 ἐ（ἐπαίδευον，I was teaching）；不定過去時態則包含以上兩種變化（ἐπαίδευσα，

I taught）；完成時態在詞首 ε 之前再加上詞根的首個母音，並在詞根之後和結尾之前

加上 κ（πεπαίδευκα，I have taught）；而過去完成時態除這一切變化之外，再在之前額

外加上 ἐ（ἐπεπαίδευκειν，I had taught）。以上是籠統的大原則，憑這些有跡可尋的變

化，可辨別動詞的時態；須要一提的是，不定過去時態有時會出現拼法截然不同的詞

根，情況跟英文的不規則動詞（irregular verbs）相若，例如 λέγω（I say）的不定過去

時態是 εἶπον（I said）。 

 
跟英文一樣，希臘文的動詞也有語態的變化；英文語態有主動、被動之分，而希

臘文還有另一種語態：關身語態（middle voice），簡言之，就是動詞表面上有被動語

態的詞尾，運用起來卻有主動的意思。例子有 ἔρχομαι（I go）、γίνομαι（I become），

其中 ομαι 就是被動語態的詞尾，但這兩個詞的意思皆是主動的。 

 
希臘文的動詞亦有語氣（mood）之分，有陳述（indicative）、虛擬（subjunctive）

及祈使（imperative）三種，並有不定式（infinitive）和分詞（participle）兩種詞形。

其中分詞的運用就好像名詞一樣，在這方面，希臘文跟不少歐洲語言一樣，每個名詞

除了數目之外，也有性別之分，包括陽性（masculine）、陰性（feminine）和中性（neuter），

而且根據不同的位元格（case）──主格（nominative）、賓格（accusative）、屬格（genitive）

及與格（dative）──而產生詞尾的變化。 

 
看完希臘文動詞的特色，我們轉看希伯來文的動詞。希伯來文的動詞在時態方面

變化很少，只有完成時態（perfect tense）及未完成時態（imperfect tense）兩種，所指

的僅是事情發生了沒有，故很難說它們與英文哪兩種時態相對應。從不同版本的英文

聖經翻譯，不難看見譯者憑上文下理來斷定應使用甚麼時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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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希伯來文卻有一項獨特之處，若沒有基本的理解，是就算看了語法分析也

無法明白的，那就是詞幹（stem）。希伯來文的動詞基本上分 Qal（ַקל）、Niphal（ִנְפַעל）、

Piel（ִּפֵעל）、Pual（ ֻּפַעל）、Hiphil（ִהְפִעיל）、Hophal（ָהְפַעל）及 Hithpael（ִהְתַּפֵעל）七種詞

幹，這七種詞幹的名稱乃關乎動詞的拼寫形式。一個詞彙可以據這些詞幹而有所變化，

引伸出更深層的意思。 

 
首先，在希伯來文字典，動詞乃以完成時態的第三人稱陽性單數作爲字根；希伯

來文動詞和希臘文動詞一樣，其人稱、數目從詞首、詞尾已可看出來，惟希伯來文的

動詞在第二及第三人稱再有陽性、陰性之分。一般文法書都會以「殺」（kill）一詞來

解釋七種詞幹的變化，字典中所查到的 ָקַטל是 Qal，下表列出此動詞在七種詞幹中的變

化和翻譯： 

詞幹 拼法 意思 

Qal  ָקַטל he killed 他殺 

Niphal  ִנְקַטל he was killed 他被殺 

Piel  ִקֵּטל he slaughtered 他屠宰 

Pual  ֻקַּטל he was slaughtered 他被屠宰 

Hiphil  ִהְקִטיל he caused... to kill 他促使……去殺 

Hophal  ָהְקַטל he was caused to kill 他被促使去殺 

Hithpael  ִהְתַקֵּטל he killed himself 他自殺 

簡單地說，Qal 是希伯來文動詞的最基本意思， Niphal 就是將 Qal 變爲被動語

態；Piel 乃將 Qal 的意思加強，很多時也將動詞由不及物（intransitive）轉化爲及物

（transitive），而 Pual 就是將 Piel 變爲被動語態；Hiphil 是 Qal 的使役式說法，而

Hophal 就是 Hiphil 的被動語態；最後，Hithpael 就是 Qal 的反身動詞（reflexive）。倘

若明白了這些基本要點，看舊約希伯來原文時，必有助我們進一步瞭解作者的心意，

看得出翻譯時無法充分表達的意思來。 

 
我就以其中一個在舊約聖經中七種詞幹都出現過的動詞，ָחַלה（be weak）作爲例

子，看看由此如何理解出深層意思來，甚至某程度上彌補翻譯上的不足。一如大部分

的希伯來文動詞， ָחַלה以用作 Qal 最爲普遍，一般譯作「軟弱」；而用作 Niphal 時，在

但以理書 8：27 譯作「病了」，這實在耐人尋味，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希伯來文強調

生病是被動的狀態，是某些事情叫人變得軟弱，人才會病倒。 

 
在舊約聖經中有兩處用作ָחַלה Piel，正體現這詞幹的兩方面特性。在詩篇 77：10

中，和修版用「悲哀」一詞，可謂將 Qal 中「軟弱」的意思加強了；2 另一處在申命

記 29：22，和修版譯作「降……疾病」，亦清晰地表明是「軟弱」變成及物的意思。

 
2 舊和合本譯作「懦弱」，我個人認爲較可取。這證明和修版雖然在流暢度上有所改善，卻不代表翻譯更貼近
原文，舊和合本畢竟仍有參考價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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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חַלה用作 Pual，舊約聖經之中只有一處出現，就是以賽亞書 14：10，和修版譯作

「變爲軟弱」，則顯然不足以表達出 Pual 這詞幹的精髓（有趣的是，大部分英文版本

也只譯成“become weak”）；其實，Pual 應表達出強烈而被動的意思，較佳的譯法應爲

「被削弱」，還要是「被削弱至不堪一擊」，尤其以賽亞書 14 章所談的是陰間的情景，

更應表達出極度的苦況。 
 

用作ָחַלה Hiphil 時，Qal 的「軟弱」之意加上使役的意義，就是使之變得軟弱的

意思，例如在以賽亞書 53：10，和修版譯作「使……受苦」，也能表達出箇中含意。

至於 Hophal，舊約聖經的三個出處──列王紀上 22：34、歷代志下 18：33，35：23──
都是記載戰場上的情況，同樣譯作「受重傷」，亦不難理解其被動的意義，說話的當

事人爲武器所傷，因此是武器使他變得軟弱。最後，舊約聖經中ָחַלה用作 Hithpael 的
三個出處，皆集中在撒母耳記下 13 章，包括 2、5、6 三節，和修版譯作「成疾」和

「裝病」，當中的反身意思値得注意：不論疾病眞假與否，總之都是自己弄病自己。 
 
以上的例子說明，我們可以從希伯來原文，理解聖經作者運用不同詞幹時欲表達

的心意。必須一提的是，雖說 Qal 是希伯來文動詞的最基本意思，但有好一些動詞是

不存在 Qal 這詞幹的，例如ָיַבב（cry shrilly）只用作 Piel， 只用作（throw）ָׁשַל Hiphil
或 Hophal，而ָיַצב（take one’s stand）更單單用作 Hithpael；在這些情況下，僅將動詞

當成是 Qal 一樣來理解，卽基本的主動意思，就可以了。 
 
希伯來文的動詞也同樣有語氣之分，並不定式和分詞的詞形，但比希臘文的動詞

簡單得多。希伯來文動詞除陳述語氣以外，只加上祈使語氣。分詞的運用也一樣彰顯

名詞的特質，有單、複數之分，而性別方面只分陽、陰，惟在 Qal 這詞幹中有主動、

被動之分；分詞並不隨著位格而有所變化，這方面與英文較相近，乃透過介詞

（preposition）或標記（marker）來表達主格以外的位格。 
 
最後，舊約聖經有小部分是用亞蘭文寫成的，3 亞蘭文跟希伯來文字母相同，雖

然是不同的語言系統（有若英文與法文的分別），但還是頗爲相似。亞蘭文的動詞同

樣依靠詞幹來表達意思，跟希伯來文的 Qal、Níphal、Piel、Pual、Hiphil、Hophal 和
Hithpael 對應的，分別是 Peal（ְּפַעל）、Peil（ְּפׅעיל）、Pael（ַּפֵעל）、Pual（ֻּפַעל）、Haphel
和（ָהְפַעל）Hophal、（ַהְפֵעל） Hithpeel（ׅהְתְּפֵעל），只是 Pual 在舊約聖經中沒出現過，卻

有 Hithpaal（ׅהְתַּפַעל）作爲 Pael 的反身語態之對應（卽 Hithpeel 的加強版）。 
 
本文簡單地介紹了閱讀聖經三種原文的基本須知。當然，要能掌握原文，毅力與

恆心不可少，必須努力背誦文法。然而，若非要作深入硏究，只要借助語法分析的工

具，也足以明白一些譯者無法充分表達的意思；有了以上初步的瞭解，閱讀聖經原文

你我也做得到。 
 

 
3 舊約聖經以亞蘭文寫成的部分，主要是但以理書 2：4下至 7：28、以斯拉記 4：8至 6：18及 7：12-26，
還有創世記 31：47中的兩個詞和耶利米書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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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heme for this year’s Andrew CHIU and James 

RIMBACH Memorial Theological Conference was “Christian 

Education in Missio Dei.” Those last two word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mean “mission of God.” This article reviews what the 

presentation said about each one of the four important terms. 

You might think about or write down your own description for 

each term, in English or in Chinese. 

 

God? 

 

 What did the presentation say about the word “God”? Everyone in Hong Kong has a god. 

Usually this means going to a church or temple. Martin Luther says that whatever we seriously 

trust or depend on, that is our god. This could be wealth or power or reputation, not a god from 

a temple or the true God. The New Testament says this, “There are many gods and many lords” 

(1 Cor 8:5).  

  

 What kinds of relationships do people have with their gods? It seems that in temples in 

Hong Kong, or for wealth or reputation, the relationship depends on what we do. If we buy 

more incense or burn more paper, we will get more blessing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ue God the same New Testament verse says, “For us 

there is but one God, the Father, from whom all things came.” In Hong Kong the word “father” 

may be a word of demand or fear: the relationship demands obedience. This Bible passage uses 

the word Father to say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ue God, because of Christ, is a 

relationship of His caring for us, of God’s compassion. God has made all things and shares 

them with us.   

 

 The relationship, like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with a child, begins before the child can do 

anything. In Lutheran churches we baptize infants because God can begin a relationship of 

love with us even before we can speak words or do good things. 

 

 

Christian Education  

in Missio Dei Dr. Richard C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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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What did the presentation say about the word “mission”? The word mission means 

purpose or goal. What is the mission of the one true God, who shows his commitment to us in 

Jesus? We can see God’s mission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Bible: God’s purpose, or mission, 

was to have fellowship with Adam and Eve. When they break the relationship, God sends them 

out of the Garden, not for punishment, but so that he can begin to build the relationship again. 

Finally, when Jesus lives, dies, and rises from death, we can come again to God for a good 

relationship. This Bible verse describes God’s mission: “God loved the world so much that he 

gave us only son” (John 3:16) . Christian education engages people in this mission 

 

Christian? 

 

 What does the word “Christian” mean? There is a custom in English in Hong Kong, that 

the word “Christian” is used to talk about followers of Jesus who are not Roman Catholic. In 

this article the word “Christian” means the same as “believer”---all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Jesus is their Saviour. 

 

 People can use Bible verses for many things that are not Christian. If activities in the 

church are not connected to God’s love in Christ, they are not yet Christian. They might be 

good or wise or fun, but the word “Christian” means that in some way the activities show God’s 

love.   

 

 Can the maths class in a Christian school be Christian? Does the teacher have to mention 

Jesus when saying that two plus two equals four? ---No---and thank math and all other teachers 

for doing their hard work. It could be Christian if, for example, during time to talk personally 

with a student the teacher mentions somet5hing about Jesus. The class could be Christian if 

the classroom includes a picture of Jesus, or a cross, on the wall; or if the school has some 

regular devotion time that talks about God’s love. 

 

Education?  

 

In our Lutheran Church Hong Kong Synod we can think about our schools as Christian 

Education. When they point people to Jesus they are part of God’s mission. Sunday Schools, 

VBS, and Concordia Theological Seminary---these can be Christian education. But what i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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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means involving, engaging a whole person in learning, not just telling. There 

should be information for the head, ideas, words. But this “head” has a heart attached, feelings 

or attitudes, and the head has hands also. A worship service can also be Christian education, if 

the pastor, the worship or music leader will take time to help people learn. Give reasons for 

choosing this song this day. Explain, at a baptism service, why a white robe can be used. All 

those who help in worship can be part of a Christian education team. 

 

 Education means “engaging these people with this material.” What does this mean,  

“These people”? To do education well means to notice which people we are teaching and to 

choose words and activities that they can use. Primary one students probably can’t do algebra. 

New believers or those who don’t believe need common words they can understand when we 

talk about Jesus. Religious words, “Christian words,” can be helpful as we grow in faith, but 

which people can use which words for learning? 

 

 So, then, the head, heart, and hands can be connected with God’s mission, God’s name, 

God’s compassion. Believers may be given God’s name at their baptism. This is like being 

born into a family. We are given God’s name, given the Christian family connection, and then 

we learn, we grow in the family. 

 

 In this way Christian Education in God’s mission is different than Confucian education.  

Both Christian Education and Confucian education agree that good behaviour is important.  

Both agree that head, heart, and hands can be engaged in education. Confucian education 

appears to say, however, that you become a valuable person after you have learned these things 

and as long as you do these things. Christian education says that you are already a valuable 

person to God. In Christian education you can choose to practice good behaviour because you 

are loved, not in order to earn love.  

  

 Christian Education in God’s mission. Education means engaging some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with some material, math or a Bible verse or serving in the community. It is Christian 

education when the material shows people God’s mission, God’s compassion working in Christ 

for them and for the world. That is Christian Education in God’s mission. May God grant it, 

for Jesus’ s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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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記載，耶穌基督在被釘十字架受死的那一夜，與十二門徒共進逾越節晚餐，

並設立「主的晚餐」，是要信徒繼續實行，直到時間末了，主的再臨，成就上帝的國！

使徒們和初期的教會都甚明瞭這神聖的命令，並按主的命令舉行聖餐禮。時至今天，大

部分教會都會每月是最少舉行一次聖餐。在聖餐禮中，最為常用的經文就是哥林多前書

11：23-26：「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

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記

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

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

來。」正因這「記念我」被高揚了(註一)，所以信徒多把「聖餐禮」視為教會每月一次的

記念禮或視作保存歷史和傳承信仰的重要活動之一，而忽略或輕視了主耶穌「擘餅、舉

杯，設立主餐」的本意，更莫想他們知道在聖餐禮中，其豐富和深刻的含意！

「主的晚餐」這聖禮所使用的名稱，在聖經裡面直接提及的，有「擘餅」(使徒行傳

2：42) 、「主的晚餐」(哥林多前書 11：20) 、「主的筵席」(哥林多前書 10：21)；聖經

所暗示的有「祝謝餐」(馬可福音 14：23) 、「同領禮」(哥林多前書 10：16)。在教父著

作中，這聖禮也被稱為「宗教禮拜」、「愛筵」、「禮儀」、「祭祀」、「供物」、「奧秘」和「祝

謝」等；又有拉丁教父稱此種聖禮為「彌撒 Mass」、「主的餐」及「壇上聖禮」等(註二)。

姑勿論其稱謂如何，「主的晚餐」就正如「洗禮」和「宣講福音」一樣，同是上帝設立

的「施恩具」(註三)。上帝藉著「施恩具」不單與衆信徒契合、不曾分離，更把祂的恩典

賜給衆信徒。基督藉這聖禮與人交往，藉其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將替世人所獲得的恩典

和功勞，提供給一切領受聖禮的人。故此，聖靈藉著這聖禮向所有領受者保證，有一位

施恩的上帝，因基督之故白白赦免他們的罪。 

雖然我們不能從聖經中找到確實的據點，說明在聖餐禮施行期間，主的真身體和血

是如何、在那時刻臨在於所領受的餅和酒中(註四) ；因此，不同的神學家和宗派，進行其

個別的演繹，如：變質說(註五)、合質論(註六)、臨在說(註七)、聖禮性聯合(註八)和加爾文主義(註

九)等等。但總的來說，基於聖經的記述：「這是我的身體，這是我立約的血」（馬太福音

26：26-28），又明說：「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約翰福音 6：55），加

上我們的認信，我們確定那被分派及所領受的，確實是存著基督的真身體和血，這全因

為「主的晚餐」是耶穌基督用自己的話來設立的(註十)；並且在祂的命令下，託付給使徒

和一切往後的施餐者重覆施行(註十一)。 

所以，「主的晚餐」賦有任何其他施恩具所沒有的特性，在這聖禮內，基督藉著交

下祂自己的身體和血，領聖餐者在餅和酒之內同領餅和酒，藉著餅和酒領受了主的聖體

聖血，由此而堅定並印證祂賜給人赦罪的恩惠。主的晚餐含有基督的真身體和血，屬天

正視「主的晚餐」的含意 周亦俊 
（學士科論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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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原質，這是洗禮所沒有的，基督藉著這「天上的原質」向領受者保證他的罪已蒙恩

惠的赦免(註十二)。因此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1：27-29 教導眾人說：「所以，無論何人不按

理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

喝這杯。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縱然上帝

的奧秘是何等的高深莫測，但我們也當正確地了解和認知，在施行聖餐禮的過程中，餐

中的「餅和酒」與「基督的真身體和血」實在是出現了聖禮的聯合，基督的真身體和血

是真正和實質地存在於餅和酒中，領受者用口嚼嚐「餅和酒」的同時，亦嚼嚐著基督的

「身體和血」(註十三)。所以，每當我們站在主的施恩座前，張手準備領受「餅」和「杯」

時，應知聖餐可帶給我們的真實意義(註十四)： 

一） 主的晚餐傳達領餐者罪得赦免的信息 

藉聖餐禮中的宣告，一切的罪都被赦免，讓我們屬靈的生命和救恩得以被保全，因

為有罪的赦免，也有生命和救恩。 

二） 主的晚餐提供了基督的真身體和血 

在教導中，基督的真身體和血真的以麵包和葡萄酒的形式存在於我們主的晚餐中，

並在那裡分發和領受。 

三） 主的晚餐強化信心 

主的晚餐是在教會裏建立的，提醒我們基督的應許，這樣的記念會強化我們的信

仰，我們可以公開承認我們的信心，宣布基督的祝福，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1：

26 所說：「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 

四） 主的晚餐賦予基督徒生命力 

因為在聖禮中，罪從基督那裡得到了赦免，這包含了上帝一切的恩典、恩賜、保護、

防禦和力量，藉以對抗死亡與惡魔，和一切罪惡的勢力。 

五） 主的晚餐是一種感恩的崇拜行為 

聖禮的主要用途是指引信徒應該如何使用恐懼的良知。 

還有，藉一人犧牲的行動，可以有幾個目的。一旦信心增強了良知，就把自己的恐

懼釋放出來，那真的是為了祝福基督的痛苦而感謝。祂使用儀式本身作為對上帝

的讚美，作為其感激的示範，以及對上帝的恩賜的高度尊敬的見證。因此，聖禮就

成為犧牲的讚美。 

六） 主的晚餐是慶祝基督徒的契合 

在最後的晚餐後，耶穌知道將要為我們的罪受死。但這位真實和全能的主，我們的

創造主和救贖主－耶穌基督，仍在這個悲傷和生命的最後一刻，關注這個最崇高

的聖餐禮，並以崇高的敬意和順服的態度面向死亡，直到世界的盡頭。眾使徒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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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們對主的受難和死亡予以一個永恆的追悼，而主藉祂的血所立的新約，卻安慰

了所有悲傷的心靈，並建立了基督徒與基督彼此之間的真正聯繫和合一。 

總的而言，「主的晚餐」是上帝所設立的，為的是要讓人獲得赦罪、得救。基督的

身體和血在施行過程中真正和實質的存在。麵包和葡萄酒與基督的身體和血在聖經中

的聖禮聯合。路德會强調「同領說」，意思即是說：「我們同領了基督的身體和血，同

時亦同領了麵包和葡萄酒，因為基督的身體和血與麵包和葡萄酒已經包含了上帝的道，

並且與道聯合在一起。哥林多前書 10：16「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麼？

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麼？」我們藉著這施恩具－聖餐禮，基於基督

之設立、發生特有的聯合（聖禮的聯合），一方面是餅與酒，一方面是基督的身體和血，

兩方聯合，因著這種聯合，一切領聖餐者，在餅酒之內，同著餅酒、藉著餅酒，以一種

超自然、測不透的方法，領受基督的真身體和血，作為領聖餐者得恩惠赦罪的保證。 

 

 

 
註釋： 

註一： 「紀念/象徵說」：慈運理、多半的改革宗，及耶和華見證人的主張，認為舉辦聖餐，是

為記念耶穌，幫助人決定其意志，餅酒依然是餅酒，並沒有耶穌和餅酒同在，那只是

象徵而已。因此，他們不經常舉辦聖餐，大多是一個月壹次。 

註二： 米勒爾著，李天德譯：《基督教教義學》（香港：路德會文字部，1986 年三版），320 頁。 

註三： 「施恩具」：信義宗認為上帝藉「施恩的工具」給與罪人一切的屬靈福分，施恩具就是

「聖經裡的福音信息」；兩種聖禮：「洗禮」和「聖餐」。路德會認聖禮就是上帝的話語

與外在媒介聯繫起來，藉此建立、加強信心，使領受的人罪得赦免。1530 年《奧斯堡

信條》第五條指出：「因為藉著道和聖禮，好比工具一樣，就有聖靈賜給人；祂隨時隨

地照上帝所喜悅的，在聽福音之人的心裏生出信來；這信，就是說，上帝非因我們自

己的功勞，乃因基督的緣故，稱那凡相信因基督的緣故得蒙恩寵的人為義。」 

註四： 譯自”Statement on the Lord’s Supper” : 載自網頁 

https://wels.net/about-wels/what-we-believe/doctrinal-statements/lords-supper/ 

註五： 「變質說」：天主教認為，聖餐禮進行時餅和酒會真實地變為基督的身體和血，基督

一再將自己獻上。因此，參與者是在分領基督的身體。天主教引用約翰福音 6：35-70，

認爲因吃人肉、喝人血在猶太教的律法不容許的，但基督只在這一點不但沒有澄清，

更重新說要吃他的肉和喝他的血才行。在特倫多大公會議，天主教宣布：「藉著餅與

酒的被祝聖，餅的整個實體，被轉變成為我主基督身體的實體；酒的整個實體，被轉

變成為祂寶血的實體。這種轉變，天主教會恰當地、正確地稱之為餅酒的實體轉變。」 

天主教徒稱此為聖體聖事／感恩聖事／共融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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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六： 「合質論」：從天主教的變質論演變而成。一些信義宗主張基督的身體和血液，真實存

在餅酒中，凡參與者都能真實領受，但這卻不是說餅酒的實質變化，而是說基督的體

血在其元素中共存，與餅酒之質合二為一。 

註七： 「臨在說」：由聖公會主張，他們相信基督實際臨在於餅酒之中，稱為真實的臨在（real 

presence），意思是當基督徒憑著信心來領受聖餐的時候，就實際地領受了基督的聖體

及寶血。十六世紀英國聖公宗神學之父 Richard Hooker 稱領聖餐為「分享基督」

（participation of Christ），聖公會信徒認為聖餐禮除了是教會群體紀念基督之外，也

是把人與基督聯合起來的途徑，他們認為通過吃聖餐可以分享基督的生命。 

註八： 「聖禮性聯合」：信義宗認信教會根據新約聖經福音書及哥林多前書原文立論，亦主張

基督的身體和血液，真實存在餅酒中，凡參與者都能真實領受，餅酒和基督的體血作

聖禮性的聯合。信義宗認為哥林多前書等書卷已清楚指出：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

同領基督的血麼？我們所擘開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麼？ 

註九： 「加爾文主義」：加爾文的主張介於路德和慈運理之間，認為聖餐中的餅跟杯仍屬物 

質，然而因為聖靈的光照，使信徒在領受聖餐時，既領受了物質上的餅與杯，同時也

與設立餅與杯的基督連結。 

註十： 馬太福音 26 章 26-29 節： 

「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着吃，這是我

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

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

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 

 馬可福音 14 章 22-25 節： 

「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了福，就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着吃，這是

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喝了。耶穌說：『這是我立約的

血，為多人流出來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國裏喝

新的那日子。』」 

註十一： 譯自”Statement on the Lord’s Supper” : 載自網頁 

https://wels.net/about-wels/what-we-believe/doctrinal-statements/lords-supper/ 

註十二： 米勒爾著，李天德譯：《基督教教義學》，321 頁。 

註十三： 譯自”Statement on the Lord’s Supper” : 載自網頁 

https://wels.net/about-wels/what-we-believe/doctrinal-statements/lords-supper/ 

註十四： 譯自” Theology and Practice of The LORD'S SUPPER - Part I” 

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ology and Church Relations of the 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 May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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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首次踏足協同神學院至今，接近十二個年頭。2009 年，開始了近六年的晚間神學

兼讀，期間全時間牧會，並於 2015 年教士畢業。在 09 年到 15 年間，日間牧會，晚上

上課，疲憊，但豐富，教授們傳道授業解惑，言教身教，其中丘恩處牧師帶着呼吸機和

氧氣筒，堅持教學，如此良師良牧，至今難忘。 

 
那時因為是兼讀制，大部份同學都有正職，亦有不少是牧會中的同工，彼此分享，

除了學業上的彼此交流，亦在事奉上彼此配搭：同工祈禱會、聯堂聚會、聯堂短宣、聯

堂足/籃球比賽，甚至組織教牧同工隊落場比賽，在那時可謂百花齊放，至今仍是美好

回憶。 

 
2015 年教士畢業後，機構事奉與牧會同步而行，配搭服事，主力牧養邊緣群體，期

間身體出現問題，再次調整步伐，適逢協神開展「以利沙計劃」，上帝預備合適時機，

讓我有機會成為「以利沙計劃」下的首位全時間神學生。 

 
全時間神學生活於我來說是全新的體驗，放下工作，重拾校園生活，跟全職事奉同

時兼讀神學又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步伐。其中一個和兼讀有着非常不同的體會，是全時

間神學生得了一班一起成長，一同努力的同學，雖然疫情影響下大家在實體見面的機會

不多，但我們也透過社交平台開設了一個彼此鼓勵的全時間神學生群組，除了學業上的

彼此交流，更珍貴的是彼此的生活分享，而本人的一句戲言，竟然成了群組的名稱，就

更令人會心微笑(名稱就不在此公開了，有興趣可以私下問下全時間的同學們，哈哈)。 

 
疫情總有一天會過去，主的恩情卻永恆不變，作為全時間神學生，裝備學習，整裝

待發，盼望為主所用，回應召命，阿們！ 

 

 

 

 

  

從「兼讀」到 

「全時間」的協神生活 
劉景駿 

14 



 

 
 

 

1. 引言／前言  

堂會是由一班信主並擁有使命的群眾聚在一起所組成的團體，其運作實有賴每位信

徒的付出和合作。要是我們沒有好好認識我們的責任及教會的意義，堂會就不能正確及

長久地運行，也不可能有合乎上帝心意的果效發生，更遑論該如何領導它。所以，我們

必須認真對待這件事，務求使教會能真正做到榮神益人！讓我們回到聖經，它早已向世

人揭示了上帝對教會的期望，亦已告訴信徒該怎樣做才能實踐這個目標。 

 

2. 堂會領導理念 

2.1 什麼是堂會？牧者的職份  

聖經說：「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 1：23)，意思是：堂

會就是主耶穌基督的身體，而基督是教會的頭，信徒則互為肢體。所以，若堂會(身體)

要行動，就必須弟兄姊妹(肢體)的配合。正如一個人想吃一個漢堡包，需要眼睛的搜索，

腦部把從眼鏡收集回來的影像分析，找到漢堡包的正確位置，然後手臂、手掌及手指肌

肉使力合作，也許還要身體的配合，使人能更接近哪漢堡包。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當

基督把異象(或願景 Vision)賜給堂會，作為堂會肢體的弟兄姊妹就要按自己的恩賜及位

份作工(使命 Mission)，異象才有可能成就。就如以弗所書四章十六節說的：「靠著他全

身都連接得緊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

建立自己。」。這裡可以看出，「百節」(弟兄姊妹)必須按著各自的職份作工，「身體」(堂

會/教會)才能有增長(目標達成)。但我們不是各自為政，只顧自己的工作，而是要「彼

此相助」，信徒不單要照著自己的恩賜或職份事奉，還要互相協助，異象才能成就。還

有不能缺少的是：「在愛中建立自己」，在這個按恩賜事奉，並互相扶助的過程，必須有

愛，弟兄姊妹之間的愛能使人成長，也是黏合劑和潤滑劑，使信徒之關更緊合，更融和。 

 
我認為作為牧者，就像是身體的頸項，把基督(頭)跟堂會或教會(身體)連在一起，是

一個溝通的橋樑。所以牧者必須與上帝建立親密關係，也需要與會眾有很好的溝通。當

上帝把異象賜給堂會，牧者必然也領受得到，他的責任就是把上帝的說話及異象傳遞，

讓整個堂會都能領受及明白到。牧者要能領受上帝的說話及異象，首先要與上帝有良好

的關係，時刻聆聽上帝的聲音才行，這是最重要的。除了傳遞異象，幫助弟兄姊妹找到

他們的恩賜或職份也十分重要。就正如以弗所書四章十六節所說，信徒必須「百節各按

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若教友們不知道自己的恩賜或職份，就只有白費氣

力，事倍功半。要讓信徒找到自己的召命，然後用自己的恩賜事奉，例如當中有領導才

能的，就可以協助牧者作管理的職事，如執事、組長等；有音樂恩賜的，就可以負責聖

樂事奉等。 

合乎上帝心意 

的堂會領導理念 
陳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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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幫助弟兄姊妹與上帝建立親密也是不能忽視的事。「靠著他全身都連接得緊

湊」，我們各人有各自的恩賜、位份、能力、性格、想法，若沒有東西把大家連在一起，

是不能有好的合作的，更別說要彼此相助了。所以，我們都要先聯於基督，藉讀經、靈

修、禱告親近祂，因為唯有靠祂，我們才可以連接得緊湊，才能合一！「因為他自己是

我們的和平，使雙方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絕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終止了冤仇。」

(2：14)，祂使人合而為一，即使有芥蒂，也可以藉祂的救贖之愛得以解決。 

 
讓會眾在合適的崗位跟隨耶穌，發揮恩賜，同心作主工，這就是作門徒(Discipling)

的意思，也是我們信眾當做的事。就像十二門徒一樣，他們各自有不同性格，不同才幹，

不同背景，在耶穌的教導下，他們有不同的職份，如西門彼得性格剛烈，他就作了使徒

及教會的首領；保羅懂得外邦語言，就感動他作外邦人的使徒等，耶穌都是按他們各人

的差異而安排不同的職份，但他們都是同心跟從基督的，一同傳道、服侍主，後來也建

立了許多人。因此，堂會也應參考這樣的方式，使人作門徒，發揮其恩賜之餘，也能造

福別人。 

 

2.2 領導理念 

當牧者從上帝領受到給堂會的異象之後，就要把異傳承開去，並教導弟兄姊妹該如

何去做，致使能一同邁向這個目標，所以堂會都應訂立年題或五年計劃之類，讓信眾有

方向去一步一步達成異象。而會眾接收並理解到這個方向之後，特別是一些有帶領恩賜

或職份的弟兄姊妹，就可以在其崗位上定`下一些任務或計劃，並推動信徒去作，以配

合堂會的異象。牧者就在旁監察，適時給予意見或幫助。如信徒能在牧者的領導和指引

下藉恩賜去事奉，呼召人信主，並把異象與使命一直傳承下去，使人作門徒，堂會就有

生命，就是一間活的堂會，是能成就天父心意的教會，堂會才能有成長！這樣的運作包

括了領導(Leadership)和管理(Management)的管理方式，我認為，在堂會運作中，兩者都

是需要的，若只有領導，沒有好的管理、整合，各人容易變得鬆散，事工之間變得不協

調，彼此很難同心和配合。再者，在出現問題的時候，也較容易有紛爭，甚至放棄。雖

然管理能幫助各部協調和溝通，使彼此能互相補助，資源運用得更合適，不會出現重覆

或缺漏的情況。反之，若只做好管理，而沒有領導，各事工沒有共同方向，各自按自己

的想法訂立自己的計劃，彼此所做的沒有關係，也同樣不能合一，教會很難有成長。領

導(Leadership)和管理(Management)若能配合得宜，會友能自發的在教牧、長執的領導之

下運作，堂會就能迅速成長，就能做到倍增(Multiplication)，這樣才是一間健康的堂會。 

 
可是，不要忘了一件事，這個過程是需要時間醞釀的。要弟兄姊妹明白並接受異象，

又同心作工，也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同十二使徒，他們跟從耶穌三年時間，仍然沒

能領會主的教導，直到耶穌受難復活後，經主再三提點，他們才明白，其後成為教會領

袖。在達成目標之前，即使會眾共同領受了異象和使命，也是需要很多時間去安排及配

合，又可能會有拆毀、重整的時候。教牧真的需要學像耶穌，時刻找機會安靜禱告，等

候天父的指示和成就。在繁忙的事奉過程中，我們都很容易忽略這麼重要的元素，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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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提醒自己，上帝有祂的時間，我們只是領命的僕人，操之過急有時會壞了大事，影

響的也許不只是自己，而是整個堂會！ 

 

3. 總結  

對於現今香港堂會來說，要好好管理並能成為合乎上帝心意的教會真的很不容易。

要符合上帝的期望，發揮堂會的功效，重建祂的國度，需要弟兄姊妹一同合作。在以弗

所書裡，保羅給了我們一些指引和幫助。「能夠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的長、

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超過人的知識所能測度的，為要使你們充滿上帝一切的豐盛。

上帝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弗

3：18-20)，我們必須「一同」並「明白」上帝的愛，不能獨自領受上帝的豐盛的，並且

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才能有果效。因此，牧者要傳遞異象，使會眾明白之餘，更重要的

是使會眾與上帝有好的關係，讓他們明白天父的愛。眾信徒又要竭力保守合而為一的心 

，我們的事奉才能得到上帝祝福。人的能力也許不足夠，但上帝應許會賜充足的力能去

成就其心意，我們只管按天父的教導去做就可以了。而凌駕這一切之上的，是要讓基督

作頭，作元首，堂會所作的都要跟隨基督的指示，這是絕對不能改變的！ 

 
不管是牧者或是平信徒，都應多反思教會的意義、上帝對教會的期望，與我們的堂

會作比較，不合天父心意的地方自會顯露出來，然後針對問題所在作出改善或調整，堂

會就能更貼近天父的心意。 

 

 

 

 

 

 

 

 
感謝主，可以在學訊中分享一些在協同神學院學習中的點滴，首先自我介紹，我的

姓名是盧志廣，已返了路德會沐恩堂 12 年了，而在二零一八年尾，在一位親愛的弟兄

鼓勵及安排下，報讀了協同神學院的課程，現在回想已兩年多了，但直到如今還是一名

旁聽生，修讀了加拉太書、教義學及崇拜學等的課程，全是葉泰昌院長教授的，在此；

感謝葉院長悉心的栽培及教導。 

 
雖然在沐恩堂內每週有研經班及小組查經的栽培，但由於自己從未有神學根底，

嚴格來說，在神學上是一知半解、非常缺乏！ 

 
但在神學院學習過程中，真是非常感恩，可以在開放的教學環境裏，同學們彼此的

誠懇分享，並領受各課程所給予的靈糧養分，可將生命的視野擴闊，更了解聖經的真道，

旁聽生的感思 盧志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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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基督教教義學及崇拜學的學習，從中更了解基督教的歷史流程與傳統，以及各著

名的神學家對基督教義的不同觀點與立場，真是獲益良多。例如在現時所修讀的崇拜學

讓我們知曉，原來我們平常在主日的崇拜氛圍中，賜給了我們由上而下臨到的祝福，同

學們因此更相信，只要透過崇拜、透過聖禮、透過聖道、透過聖餐，人生可以在應許的

過程中，持續不斷地經歷靈命的成長！哈利路亞！ 

 
感謝讚美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願平安恩惠多多加給我們的弟兄姊妹同學們！阿們 ! 

 

 

 

 

 

 

 

 

在這裡學習，不經不覺已近四年多，修讀了有關教義的課程、羅馬書及崇拜學，自

己來自接近播道會的傳統，所以對路德會關於女性服事、聖餐、嬰孩洗禮等教義，想特

別瞭解多一些。最難得是教授們會在課堂上討論其他宗派傳統的看法，學術上是開放的 

，同學也有來自其他宗派傳統的，大家在課堂都可開放交流，這樣使我感到學習很有趣

味，透過開放討論，也獲益良多。 

 
學習中認識了其他堂會的牧者，可以交流牧養，甚至一起定期禱告，彼此支援，對

於牧者來說，能和自己宗派的牧者一起分享禱告，對牧養大有裨益的，也使自己感到有

同行者，在靈裡及實際日常牧養上，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及意見；其中最近一個例子，

是暑期英文聖經班，敝會是一所數十人崇拜的教會，要應付一個超過一百位小朋友的聖

經班，其實有點超過自己承擔能力的。感謝主，在協神早已認識了兩位牧者，一位與我

同區，另一位屬其他區的，他們帶同自己教會的義工，無私的協助，加上學校派出老師，

還有九位來自美國的短宣隊隊員的幫忙，大家同心協力的付出，小朋友過了一個非常開

心、充實的假期；經此合作後，我們承諾日後仍要繼續合作！我相信上帝喜悅我們互相

支援，合作無間的服事。 

 
所以，在協神學習，不要單以為是學術追求，也是建立

支援網絡的好機會，在服事主的路上，切忌孤軍作戰，也

要對神學思潮、社會現況，持開放態度，今日的服事挑戰

很大，大家是需要同行者的；記得因聖經班的緣故，我和

太太到了另一區的一間路德會，學習手工及遊戲的安排，

服事我們的，是來自不是我們同區的教會傳道及弟兄姊妹，

這便是服事路上一幅最美麗的圖畫吧！  

協神學習點滴 范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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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 2011 年協同神學院神學學士畢業生鄧迪豪，現正修讀道學碩士。 

 
 回想我的事奉生涯，實在感恩。承蒙上帝揀選，於 2007 年蒙召立志作傳道人事奉

上帝。於2011年在協同神學院畢業後便到了香港路德會的一所堂會以傳道人身分事奉。

後來因為各種原因，加上女兒出生，我暫停了全職的教會事奉，轉為全職爸爸。 

 
 日前重看當年作神學院畢業生代表的致謝辭，提及曾有牧師對我說：「傳道不是職

業，是召命。」的確，這多年事奉，我是憑著召命走下去的。時至今日，仍然常常問自

己對上帝的「初心」：為何要讀神學，事奉上帝？原來仍然是同一個原因—上帝太愛我，

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給予的。若上帝不嫌棄，願主使用我的一生。 

 
 這次是我第二次修讀神學，有時不期然會與第一次讀神學作比較。簡單的來說，現

時的協神，變得更好：師資更好，因為有更多專注作神學教育的老師；同學更多，因為

有了全時間神學生。因為疫症關係，有點可惜的是不能與老師、同學見面。當年回校與

老師討論神學課題，上課前到辦公室拿零食，小息時在走廊與同學閑聊，這些都是美好

的回憶呢！不過，幸好科技發達，現在雖很少見面，但仍能透過通訊軟件聯絡，某程度

反而關係更深呢。 

 
 讀協神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能認識到很多香港路德會的教牧同工。當年的神學院

同學，現在都在路德會不同崗位事奉，每每有聯堂合作，我們都能顯出默契。這次我也

認識了很多熱心事奉的同學。當想到將來能一起事奉，都十分期待呢！ 

 
 對我來說，讀神學是一個掙扎、過濾、拆毀與建立的過程。過程是痛苦的，恩典是

大的。再次由衷感激每一位協同神學院老師及同工們。您們教得好好，我們學得好好。 

 

 

 

 

 

 

 

 

  

神學給我的教育 鄧迪豪 

19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以利沙計劃的陳小蘭，讀神學曾是我年輕時的心願。記得當年

受到某位傳道人的聖經教導，使我對聖經產生極濃厚的興趣，對神的追求也很熱心。但

由於工作忙，當時家庭的經濟能力也不太好，也沒有甚麼特別的感動，久而久之也就罷

了。  
 

2015 年，我同事的先生患了肺癌，當時她找我傾訴。這同事我向她傳了十年的福

音，她都無動於衷，就在這關鍵的時刻，她找我。我為她們一家代禱，聽她傾訴， 與
她同哭，但我發覺我不夠「料」去安慰她。於是，我終於下定決心要讀神學，我希望可

以學更多的聖經知識，在朋友需要時可以幫上一點忙。  
 

不經不覺，5 年過去了，我一直抱着慢慢讀的心態，一來工作確實忙，又要照顧小

朋友的學業，不敢報太多科，一星期上一晚當進修，希望能維持學習的心態。撫心自問，

我從未有想過放棄前一份工作的念頭，這工作做了剛剛二十年，在那些日子中， 經歷

過上帝無數的帶領，風光過，失意過，依靠上帝往住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公司福利不差，

同事之間的友誼也很好。我想應該可以做到退休吧。 
  

2020 年是一個很難過的年頭，但也過得很快，很沒有意義…一眨眼，一年快過去。 
去年十月中的某一天，我聽着詩歌，行路去上班，由我家走到公司大約一小時。詩歌裡

播着「能不能 Let Me Stay」， 當唱到 
 
「能不能 就讓我留在祢的同在裡 
能不能 賜我力量讓我更多愛祢 
我哪都不想去 只想日夜在祢殿中 
獻上敬拜 全心全意來愛祢」 
 

我看見救恩堂，公公婆婆需要人關心，青年人需要人和他

們分擔及分享日常，幼稚園家長工作需要人去做。突然神

的話語出現在眼前，「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 在
這疫情下要請人不容易，但這卻是弟兄姐妹最需要關心

的時候，對教會的了解，我是最適合不過的人選。但這對

我來說是多麼難以相信的事，我似乎要放棄很多，犠牲很

多。經過多番禱告，我很清楚明白上帝的旨意，衪使我順

服接受衪的安排。 
 

 

學習做個收莊稼的人 陳小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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