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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06年阿蘇撒街大復興開始，開展一連串的復興浪潮，五旬節靈恩運動席捲全
世界，更新了千千萬萬的信徒和教會。據2011年的統計，全球五旬宗及靈恩信徒，總共
有五億八千萬，佔全球基督徒的26.7%，亦即全世界人口8.5%！ 1
神召會是早年五旬節運動中所誕生，他們所擁抱的是聖靈的火、是純正的道、是宣
教的心。自從神召會在1914年於美國阿肯色州正式成立以來，一百年以來，數以千計的
宣教士將基督的救恩和聖靈的火傳遍世界各地。時至今日，神召會遍及全球超過二百多
個國家，信徒總人數超過六千六百萬，全球最大教會南韓純福音中央教會，亦是神召會
宣教的果子。
一百年前，神召會和五旬宗的教會已有差遣宣教士前來中國本土傳福音，足跡遍達
西藏、內蒙、雲南、山東、山西、河北、廣東、浙江、杭州、青島、貴州、吉林、上
海、佛山、清遠、三水、四會、廣州、香港、澳門、台灣等各地。這百年來，福音的
火，從未熄滅，今日國內許多的教會，亦正延續五旬節的復興。
曾幾何時，避處南方的香港，多年來成為政治風浪的避風塘。今日成為幫助中國迎
向世界的窗戶、催化中國起飛的特區。明日亦要成為祝福中華大地的溫床。
今天，中國福音的門戶已打開，信徒人數高速倍增，栽培工作刻不容緩。但這萬里
神州大地，近十四億同胞的需要，並不是一兩間教會可以承擔，我們必須同心合力，結
集一眾教會的力量、資源、經驗、人脈，來回應這廣大禾場的需要。香港神召神學院的
存在，正是要結集眾教會力量，合力培訓明日領袖，延續這五旬節復興的火。
今年，為記念神召會在美國正式立會一百周年，亦為記念神召會來華宣教的百年足
跡，香港眾神召教會正聯手籌辦神召會百周年紀念慶典。我們將於2014年11月23日假亞
洲國際博覽館舉行聯合崇拜及青年特會，大會主題是「靈火、使命、傳承」。同時，亦
發動百日禱告運動，由8月16日星期六開始直至11月22日，每天為神的國祝福禱告。另
一方面，為記念神召會來華宣教的百年足跡，我們正展開工作，編輯《神召會來華宣教
一百年――從華南至香港》的特刊。為這一連串慶祝活動及未來神召會發展需要和神學
教育需要，我們將於7月1日於大埔白石角海濱長廊舉行步行籌款。
神召會百年的基業，不在乎粉飾太平，而在乎使命的傳承。今天，全港五十多間神
召會，會眾超過一萬八千人，若我們能彼此連結，同心協力，相信定能為祖國福音大業
作出貢獻。求主使用我們，為神的國度，為我們祖國同胞，同心合力、跨步向前、傳承
使命、延續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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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神學與靈恩神學
何傑博士主講
文佩儀整理
簡單來說，靈修與靈恩不是從實踐者的經
驗來做整合，而是從三一神學的角度出發。所
以我定的題目是「靈修神學與靈恩神學」。
我會首先分別描述靈修神學和靈恩神學兩個板
塊的特徵，然後論說為何三一神學是最好的整
合平台，最後以以賽亞書六十一章，說明彌賽
亞與三一的關係，和那從三一而出的使命。

一. 靈修神學的特徵
我會描述出靈修神學兩個特徵：關係神學
和經驗神學。關係神學就是從三一神的本體的
內部社會關係，來明白靈修裡完全契合以致完
全的愛。作為神的形象，人的被造是彰顯三一
位格的獨特性和社群性，透過相交而連合進入
豐盛。罪就是關係的破損，無法與神、與人、
與己完全結連。救贖與成長就是恢復這關係以
致進入三一的豐盛。

引言
靈修與靈恩這課題有兩條進路可用來
作整合。一是從個人出發，基於喜愛靈
修，覺得靈修帶來生命的成長，又渴望追
求聖靈，想在聖靈的恩典下經歷生命的更
新，整合靈修與靈恩就是希望兼得兩者。
這進路是可以的，只是以自我為出發點。
但單憑自己的經驗和需要去思考這個問
題，角度未免狹窄了。

靈修神學的另一特徵是經驗神學，這是相
對於純知性的理念神學來說的。簡單來說，
「我的所知」並非「我所的是」。神人關係是
成長的過程，我與自己、與人、與神的關係都
是動態成長，從而進入基督救贖的豐盛裡。

整合靈修與靈恩，可嘗試用一個更高
的平台、更闊的角度來思考 ― 無論是靈
修或靈恩，皆從三一神學的角度來整合。
然而，把層次提升到這樣高，我們可能會
問一個問題，那麼「我」在那裡呢？這問
題在靈修和靈恩的追求過程中，相信神會
指教我們。我們只需學習明白神的心意，
明白三一神的運作，我們就找到「我」的
位置。雖然這樣的出發點和層次比較高，
但其視野卻比較闊，看的東西比較遠。我
們在大圖畫中找自己的小位置，可能比較
準確。

（一）關係神學 ― 認識自己、認識神
靈修神學基本上就是關係神學 － 認識自
己和認識神。這是從奧古斯丁到加爾文，到現
代的巴刻(J.I. Packer)一直都是這樣強調的。
當我們愈來愈從關係認識神，也就會愈來愈從
神眼光認識自己；同樣，當我們愈來愈認識自
己，也就會愈來愈從自己實際的經驗認識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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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e you know God, the more you know
about yourself)。這是一種經歷性的體驗，
神不再是個抽象的神學觀念，而是從自我發
現中看見神如何活在我們的生命或處境中。
這是確實地在互動中認識祂，而非純意念的
認識。許多人讀神學，或許認識很多神學家
的神學理念，卻十分抽離，不曉得個人如何
跟神交談，就因為缺少了個人關係和互動性
的溝通，並溝通所帶來的認識。希伯來觀念
裡所講的「認識」，是經驗性的，而非希臘
哲學裡純知性、抽象的知識。

的蒙蔽中，製造出許多自我欺騙，以致無
法認識自己的真相，聰明的自我蒙蔽是
我們的愚昧。三. 防礙我們真正的自我認
識，還包括那些不由自主地運作的心理防
禦機制。防禦機制使我們擋住不舒服的真
相，有時對別人會即時、甚或過敏地作出
反擊，又或對自己錯誤行為常不加反思就
自辯及合理化。這些機制叫我們永遠無法
看清自己的真相。然而是什麼觸發了防禦
機制不由自主的反應，有時連當事人也不
自知。因為經年累月習慣了的反應模式，
我們真實的感受已壓抑在深層的蒙蔽裡，
而無法再接觸到、分辨到。四. 此外還有
一些心靈轄制，包括各樣的癮癖、任性、
優次失序或慣性的不健康生活模式，人因
竭力維護這些東西而被綑縛，無法得著自
由，無法認識自己真相。

論到認識神，有幾個吊詭的地方，其一
就是神的超越性。神本是不可知、不可摸、
不可見的。所以人對神的認識都是基於神
的自我啟示，而耶穌基督就成了最關鍵的人
物。耶穌作為神的自我啟示，他同時既為神
亦為人，這是靈修神學關係性一個很重要的
基礎。沒有道成肉身的耶穌，我們就談不上
靈修、談不上神人關係，而靈修就是關係的
結連成長以致帶來對神的認識。其二就是神
的主權性和自由。祂非由人反省、沉思或道
德修持就可得知。人的努力只會讓我們知道
人的有限和無助。但神並非高不可攀，祂尋
找人比人尋找神有更大的動力和愛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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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祂不過是被祂找到了。尋找的就被尋
見。

三一神的完美神聖關係
人之所以被造是按神的形像，而最
能反映我們是按神形像造的，就是父、
子、聖靈的三一關係。聖經裡說「神就是
愛」，就是指到父、子、聖靈的三一位格
關係。愛，必先假設有一位施愛者，一位
受愛者，和愛的行動。如果沒有愛的對
象，施愛者也無法表達愛。施愛者與被愛
者之間互動、溝通，才產生出關係來。獨
一的神不可能是單一的，而仍可宣稱祂是
愛。祂必須是一個有內在關係的神，祂才
能宣稱「神是愛」。三一之間一定要有愛
的對象、愛的施予、愛的行動和接收，且
有愛的互動，才能稱得上是「愛」。愛本
身就是一個關係性的字眼，神不是「單一
性」，而是「社會性」的神。

另一方面，論到認識自己，同樣吊詭的
是，我們的自知能力甚低。一. 成長在罪的
生態環境中，我們都經歷許多的扭曲，譬如
未認識神之前，我們的自我形象都是扭曲
的，交由別人的眼光來定斷，卻沒想過神怎
樣看我；而別人怎樣看我，我就如何評定自
己。許多人信主以後，仍以別人的評價看自
己，卻不知道神如何評價他。人若不知神怎
樣看自己，這樣的自我認識無疑有很大虧
損，因我們被造是作反射神的形象，而不是
為著別人反射的形象來做人。二. 人在罪惡

人的罪帶來關係的破損
人被造，最能夠反映神形像的，就是
我們的社群性 (social relation)。然而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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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自我綑縛、自我蒙蔽、生命的扭曲和破
損中拯救出來；所以救贖不單是要讓人得著
天堂，最重要是回轉成為一個有神形像的
人，一個有關係能力的人。

我們最大的破壞，是我們失去了社群的結
連能力。沒有一個孤獨的人是喜樂的，因
為人要在相交裡，生命才有豐富和深度，
才有真正的喜樂、仁愛與和平。神是社交性
的，我們的被造也是社交性的，這樣才可談
得上愛。人的被造是源於神的三一性，人需
要群體才能發展性格；如果沒有一個互動的
對象，人的性格不可能有一個發展方向。為
此，神給予我們自由意志，因為所有關係都
要出於人的自動、自覺和自願。如果人沒有
自由意志，神和人是無法相交的。自由意志
的意思是神容讓我們選擇，如何跟祂互動。

這課題延伸到教會，因為教會就是被贖
的人與基督的連結，形成基督的身體。許多
人不能牧養，因為他們的連結能力還有許多
破損的地方未得著醫治和救贖。教牧若只有
神學知識而無法與人結連，那麼教會又怎能
有連結的能力，成為一個身體？我們以為是
弟兄姊妹的問題，其實最有可能是我們作牧
養者的關係結連能力還未經恢復和醫治，我
們還在很多破損之中，最後只得以功能代替
關係。可是活動多，卻不能產生關係；相反
在功能性的活動中，我們產生更多衝突，活
動完結，關係也同時完結。

神造我們作為祂的形像，是讓我們跟祂
可以真實的相交，這樣才有愛的行動、溝通
和互動，所以靈修神學一定要從三一神學講
起。因我們被造是反映創造我們的神，但罪
帶來的殘缺、破損，使我們無法進入豐盛而
又滿足的關係裡，而透過靈修 ― 神人關係
的重建和結連 ― 我們的生命才能走進關係
的恩典裡，帶來生命豐盛的內涵和滿足。

因基督的身體是肢體互相連結，所以教
會活動，都是為了關係而非功能。因為關係
破損，加上人的驕傲，才有「行為主義」
的問題 — 你的價值在於你的表現。關係破
損帶來很多神經質的行為表現，例如購物
狂 — 用外在的東西來建立自己的價值和安
全感，然而最核心的，還是因為人不能結
連。人無法饒恕，無法接納人的愛，無法付
出並與人有真正的互動，所以神的主動救贖
十分重要。主動權全在神那裡，我們不過是
回應。人可以做的，只是渴慕、回應和順服
— 渴慕神的關係、順服神的帶領。順服帶
來很多神蹟，不順服就只有停留在自己的世
界裡，原地踏步。神可以叫我們從死胡同中
走出來，就如拉撒路一樣，無論死去的時間
有多長，神仍可叫我們走出來，因為神的愛
是死亡無法限制的。只要順服，就有神蹟。

無論是人的驕傲、憂慮或其他病態，都
是因為這種關係能力的破損。在罪的覺醒中
我們才發覺自己是多麼自我中心，以為這個
世界是為我而存在，所有人若不是我的對手
就是我的對頭，我們渴望關係，卻又無力結
連。這是「獨我一人」的人生觀。可是這個
世界本來就不是獨我一人而是群體的，他們
怎樣在地上無法相交，也就反映人如何無力
與神相交。「獨我一人」的生命必然是單
面、枯燥的，沒法進入一個性格成長至圓滿
的過程。靈修是一個關係的結合 — 跟神的
關係、跟人的關係、跟自己的關係。它包括
捨己、覺醒和謙卑的順服神、關愛服侍人。
神的主動救贖與人的回應
我們的靈修常會以自己為出發點，其實
在神學裡，靈修是我們對神的回應。若靈修
是從回應三一神作出發，就可扭轉以自我為
中心的出發點，因為如果不是神主動尋找，
我們根本不能找著神。神的主動救贖將人從

（二）經驗神學 ― 關係是成長過程，「我
所知」並非「我所是」
經驗神學乃相對於純理念的神學，簡單
來說，「我的所知」並非「我的所是」，也
即是說，無論我講得多動聽，也不等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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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的詛咒與盼望神學
神不能接受人把祂定型，作為神的形
像，人也不應落在自我定型的詛咒中，意
思是「我就是如此的了！」舉個例子，九
型人格是助人認識自己的學問，但它並不
是要把人定型，而是指出，一個圓滿的發
展人格是應該擁有全部九個型格。首先我
們不要拒絕發現自己起始的型號，但也要
不停留在那裡，把自己定型彊化，因生命
是可繼續發展和更新。無論把神定型，把
祂偶像化，或是把別人和自己定型、把人
偶像化，都是一個詛咒，因為生命是動態
地成長的。我們何時不再成長，我們就在
那裡老化和原地踏步、固步自封。然而我
們必須要知道，人的自我更新能力很小，
我們所能做的，只是配合、順服、開放，
讓聖靈做更新生命的工作。

做得到，去得到。經驗神學的意思是我們需
要走進經驗裡，而不是單單抽離地反省和祈
禱。我們需要進入和體會，過程中可能要冒
險，走出安舒區，做一些自己未必享受或勝
任的事情，並在一個新的局面裡發現自己。
「我的所是」其實是一個發展過程，裡面所
觸及的學問範疇包括成長心理學。人的成長
過程有不同階段，某些階段會因為罪的緣故
以致不能健全地發展出應有的成熟能力，這
些缺失可以從兒童階段殘留到青少年甚至成
人的階段。那些未圓滿發展的地方，我們便
需要經歷醫治，以致人能健康地成長。這些
體會都是經驗性和反省性的。
成長神學
成長神學也可稱為塑造神學，簡單來
說，是神以順境和逆境、聖靈和聖道來重塑
生命。塑造的意思是打碎後又重整，經過
這歷程的人較能擁抱生命裡負面的經驗，並
在負面經驗裡明白神的介入，和祂如何塑造
以致達成耶穌基督在我們裡面的形像；故此
我們無需逃避負面或人生的陰暗面，因為在
那裡我們見到神的工作。這並不是一種自我
反省的發現，而是藉著神的話語，幫助我們
重新解釋，並提供一個框架去了解我們的經
驗。神話語給我們一種特別的動力去面對各
種遭遇，例如當我們讀到我的日子「都寫在
你的冊上」(詩139:16)時，那就知道原來我
們這一生的起跌有著神看顧，生命冊上每一
頁祂都翻閱過。我們還是無知時，走進了人
生預定的劇本。但藉基督重新建造在神裡
面，我們生命的劇本可以重新改寫。我們有
份去為生命編劇，與神一同撰寫，由無知、
被動的角色，變成有份於編與導，去配合神
的劇本，以致改寫人生。這就是塑造神學，
或成長神學。

我不再是今日的我，最終我要成為耶
穌基督所救贖的、榮耀的我，我是眺望著
旅程的終點而走過去，配合神的旨意向著
標竿直跑。就算我們看到今天的生命多麼
不圓滿，也不要定型在這裡，我們要明白
神的救贖心意和最終要成就的結果，然後
配合並順服神，向神開放，依靠那加給我
力量的聖靈，成就那交付於我生命的。
下期續…

因應成長神學，我們的生命方向也需要
被調整，可能我們要改變人生的跑道、做人
的方式，放下我們的堅持、執著、蒙蔽、驕
傲。在神裡面什麼也可以轉變，我們只要配
合、順服、開放，謙卑地伏在神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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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神召百周年： 傳承 、使命 、靈火
黃漢輝博士

1 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2 正如 以賽亞先知書上記：「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為你預
備道路。3 在曠野有聲音呼喊： 預備主的道， 修直他的路。」 4 照這話，施洗 約翰來到曠野，宣講悔改的洗禮，使
罪得赦。 5 猶太全地和全 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 約翰那裏，承認他們的罪，在 約旦河裏受他的洗。 6 約翰穿駱駝
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和野蜜。  7  他宣講，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
鞋帶也不配。 8 我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 9 那時，耶穌從 加利利的 拿撒勒來，在 約旦河裏
受了 約翰的洗。 10 他從水裏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 11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
是我的愛子，我喜愛你。」  12  聖靈立刻把耶穌催促到曠野裏去。  13  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
一起，且有天使來伺候他。 14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 加利利，宣講上帝的福音， 15 說：「日期滿了，上帝的國近
了。你們要悔改，信福音！」(馬可福 音一1-15)

引言

根據四卷福音書的敘述，施洗約翰是耶穌的
先鋒，他的任務就是為耶穌將會帶來的拯救做預
備人心的工作 – 在拯救之前，如以利亞般(Elijah
redivivus )復興萬物。當馬可講到施洗約翰的出
現，他就引經據典，引經來自三段經文(第2節 = 出
二十三20和瑪三1；第3節 = 賽四十3)，都與上帝(或
上帝的使者)將要出現和帶來拯救有關。如此，馬可
要讓他的聽眾知道：約翰的出現是按著舊約聖經裡
面先知書的預言所發生的，即是說，施洗約翰的出
現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以色列的復興和拯救是按
著上帝的心意成就的。

復活節剛剛過去，復活節是記念主耶穌的死
和復活的，也是為世人帶來新生命的日子的。耶
穌生下來便是猶太人，他來為要復興和建立上帝
的子民，讓人從他身上看到上帝國已經臨近，並
且經歷到它的真實和豐富。
在二千多年前，上帝藉著主耶穌的復活事件
復興祂的子民。從過去的教會歷史來看，上帝在
不同的時代，也藉著不同的忠心工人帶來了不少
的復興。以西結書三十七章所展現出之枯骨復活
景象，就是為「復興」帶來最貼切的聖經詮釋：
吹入上帝的氣(或靈)，生命得以重生。

上帝的拯救和復興並不是偶發的決定，而是按
著祂自己的話語而成就。歷代的先知和上帝的工人
就是上帝話語的傳承者。今天，福音的棒若要能交
下去，教會需要有忠心傳承上帝話語的人。就在約
五百年前，馬丁路德忠心傳承上帝的道，重新將教
會帶回因信稱義的信仰基礎上。同樣在一百年前，
一群熱心讀聖經的弟兄姊妹在經歷了使徒行傳第二
章的聖靈充滿後，引發出日後不同的古典五旬宗信
仰傳統陸續出現。不論在昔日或今天，我們都要用
心學習上帝的話語，不單以己身活出上帝的道，更
要將這叫人得生命的道得以廣傳下去。復興的開始
在於上帝話語的傳承：人聆聽上帝的話、回應上帝
的話、活出上帝的話，和傳講上帝的話。

2014年是神召會成立的100周年，這也是聖靈
在上一個世紀作工帶來的成果。香港神召會百周
年紀念慶典的主題是「靈火、使命、傳承」。在
此–在神召百周年期間–願以「傳承、使命、靈
火」為經、馬可福音一1-15為緯，和各牧長、老
師、同學及眾弟兄姊妹一同分享、彼此勉勵。
一、復興始於傳承
馬可福音一1告訴我們，這卷今日被稱為馬可
福音的書是一本關於「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福
音的起頭」的書卷。有趣的是，在一2-8中，在
耶穌還未正式出場之前，福音書的作者馬可先介
紹施洗約翰的出現。換句話說，如果想要知道，
耶穌的出現為何是好消息，我們就要先知道有關
施洗約翰的事。

二、復興生發於使命
約翰下監之後，主耶穌便以他的言與行出來傳
道。雖然約翰和主耶穌有很密切的關係 – 甚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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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 ( 2) 約翰 在地位上不 高於主耶 穌； ( 3 ) 約 翰 在
事工上不能與主耶穌相比，因他以水為人施洗，
但主耶穌則以聖靈為人施洗。約翰的工作只為預
備之用，唯有主耶穌的工作才是上帝在末後要藉
著他去成就從創世以先已被定意出現的普世救
恩。

耶穌(曾)是約翰的門徒，但主耶穌的使命不是延
續約翰的工作，就是為願意悔改的人施洗，而是
到處傳道。耶穌身為猶太人，他開始出來傳道的
行動本身就是當時猶太信仰中的一個更新運動。
主耶穌的主要傳道內容是關於上帝國的福音，而
他頗常用的方式就是以比喻教訓人。伴隨著主耶
穌的教導，不能不提的是他為人所作的醫病和趕
鬼，這些都證明了上帝國的臨近和上帝的恩年開
始了。

約翰是用水為人施洗，用以表示人預備好自
己迎接彌賽亞帶來之救恩；但主耶穌是用聖靈為
人施洗， 表示耶穌將會顯示上帝在末後透過聖
靈展示他的能力。藉著主耶穌的言與行，人能經
歷約翰的洗禮所不可為但所指向的，就是聖靈在
末世的工作，它不單見於外猶如病得醫治、鬼
被趕出，它更形(成)於內猶如心被潔淨、罪被洗
清，讓人(再次)經歷上帝的大愛、讓人返回天父
的家裡。在於本身是上帝的子民的猶太人而言，
這是復興，就如以西結書的「枯骨再活」(以西
結書三十七1-14)；在於本身與上帝沒有盟約關
係的外邦人而言，這是拯救，就如羅馬書的「野
橄欖接枝」(羅馬書十一17-24)。如此，復興(與
拯救)的開始在於人(再次)藉著(相信)主耶穌經歷
聖靈，讓聖靈的大能在人的身上彰顯出上帝在
末後的心意。使徒行傳第二章所描述的早期教會
之見證，就是接受聖靈並得著能力的最佳例子，
完全應驗了徒一6-8的說話：他們聚集的時候，
問耶穌：「主啊，你就要在這時候復興以色列國
嗎？」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
的時候和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聖靈降
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
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
見證。」

耶穌受試探的故事讓我們看見，他雖為上帝
之子，但不是為自己而作工，也不以自己為世界
的中心。他對撒旦的拒絕清楚表明：他的傳道，
甚至他的一生，就是要履行他作為上帝兒子的身
分、完成父上帝交付他的使命。這份使命始於他
的受洗。當他在約旦河受約翰的洗的時候，從
水中上來，隨即他看見天開了，聖靈如鴿子般降
在他身上，並且他聽到上帝的聲音，直接對他說
「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愛你。」這是主耶穌在他
的生命中聽到上帝向他發出的呼召，當時在他身
旁的人一無所知。
在福音書中得以看見，從加利利起直到耶路
撒冷，主耶穌所講的一切，和他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履行這個從上而來的呼召、完成使命的明
證。在這過程中，上帝就藉著主耶穌的言與行感
動眾人，不單帶來猶太人的復興，甚至帶來世人
的拯救。在主耶穌的跟隨者中，其中一個是使徒
保羅，同樣，他在大馬士革路上得到從主耶穌而
來的呼召之後，便成為外邦人的使徒。他極為上
帝所重用，一生就是要完成上帝交付他的使命，
在不同的城市建立教會，並將福音從亞洲帶到歐
洲。復興的開始在於人願意順服，並切實履行從
上而來的領受，即使命。

結語
一百年前神召會的成立，可以說是一個聖靈
帶來復興的開始。這個復興開始後便沒完沒了，
從昔日的二十世紀走進了今日的二十一世紀。回
應這個時刻，香港神召會百周年紀念慶典的主題
「靈火、使命、傳承」十分有意思，因為不論對
任何一個機構，或甚教會而言，這三方面都是使
一個機構或教會能得以持續發展和得力的重要因
素和秘訣；換句話說，不斷復興。

三、復興得力於靈火
可一1-15中先提到約翰的出現，然後主耶穌的
出現；貫通兩者的主題，是聖靈大能的工作。在
這短短的15節內，經文三次提到聖靈的工作：(1)
約翰預言那在他後頭來的，會以聖靈施洗；( 2) 主
耶穌受洗後隨即有聖靈下降在他的身上；( 3) 聖靈
催促主耶穌去到曠野受撒旦的試探。主耶穌的事
奉開始於從聖靈那裡直接得著能力。

在耶穌以前的時候，聖靈的工作讓約翰帶來
上帝子民的復興；在一百年前，聖靈的工作同樣
藉著神召會的創立復興祂的教會。如今，一百年
的終結，也就是另一個一百年的開始。在未來的
日子中，若主許可，也就是在神召會的第二個
一百年裡頭，聖靈會如何引領教會？或甚香港的
教會？神召神學院又可以在這個從過去的一百年
轉入未來的二百年的關口中，可以扮演怎麼樣的
角色？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思想的問題。

聖靈願意與人同工，施洗約翰的洗禮就是為人
迎接主耶穌帶來的洗作預備。施洗約翰的洗是為
悔改而作的洗禮，其背景可能與昆蘭群體的潔淨
禮儀有關，或與外邦人歸化入猶太信仰有關。經
文指出，全猶太地及全耶路撒冷的人都去到他那
裡，受他的洗，顯示他的事工十分成功。不過，
約翰直言，他自己只是預備者：「有一位在我以
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
也不配。 我用水給你們施洗，他卻要用聖靈給
你們施洗」。約翰在三方面指出自己與將要出現
的主耶穌有很大分別：(1)約翰的能力不大於主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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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2 次 畢 業 典 禮

甄樹潤牧師頒發僕人心腸
獎獎學金予梁衍奇

許開明牧師頒發香港華人基督
教聯會神學獎學金予馬偉晞

孫其達牧師頒發實習表現
優異獎學金予張仲賢

12位畢業生領受差遣
楊學明牧師頒發巴德國際神
學獎學金予黎紫婷

林暢輝牧師頒發薪火相
傳獎學金予李炳輝

蕭芷馨牧師頒發香港
新葡萄基督使工獎學
金予彭婉璧
教會領袖神學證書課程畢業生
(神召會禮拜堂)

教會領袖神學證書課程畢業生
(國際神召會)

本 院 第 6 2 次畢業典禮已於2 01 3年12月1日假神召會禮拜堂舉行。感謝各嘉賓、 講 員 、 董
事、老師和弟兄姊妹的蒞臨。當天共有12位畢業生獲頒發証書，並有多個獎學金頒予畢業
生 或 在 學 同 學，以作鼓勵他/她們在學 業和品行上的優異表現。 (因版面有限，獎學金未能盡錄)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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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密
學
下
學年
及
下
Mission of God in Biblical and
期
及
暑期
暑
Contemporary Contexts
報
迎
歡

讀

五旬宗信仰神學
(學士及碩士 3 學分)

日期：6月9-13日
地點：神召神學院
講師：張德明博士
查詢：致電：26911481

(Master level 3 credit hours)

日期：7月7-11日
地點：待定
講師：Dr. V.J.D.-Davidson
電郵：info@hk-ebc.edu

靈恩復興運動與亞
洲宣教
(碩士及博士3 學分)

日期：11月17-21日
地點：神召神學院
講師：王一平博士

本院網址：www.hk-ebc.edu

性別混亂、平權運動對社會信仰的影響 (講座輯錄)
就著二零一三年四月終審庭對變性人W小姐爭取合法結婚權的判決，神召神學院與竹園區神召會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及七月七日合辦了兩場講座，探討判決結果帶來社會及教會的影響。為讓
讀者對此課題有概括的認識，本文特將兩場講座三位講者的論點撮要如下，盼藉此能引起教會對此課
題更多的關注。
嘉賓講員：關啟文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主任，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
回應講員：林偉倫博士（臨床心理輔導學家，神召神學院家庭及輔導系主任[義務]）
張德明牧師（神召神學院院長，竹園區神召會會牧）

整理﹕文佩儀

續上期
神的設計，家庭的結構隨之也會被拆解。家庭
被拆解，下一代隨之就會受到連累。(參瑪2:15)

從 聖經 觀點看男女兩性、變性與婚姻
講座的另一位回應講員張德明牧師則從聖
經的觀點看男女兩性、變性與婚姻的立場。張
牧師指出，男女兩性乃是神創造人類的設計(創
1:27)，是神賦予人類兩種的性向特徵與生命能
力。人類單性的獨存，神明顯視為「不好」(創
2:18)，故此神沒有為男人創造「另」一個男人，
相反卻造一個「女人」來陪伴、幫助他。創2:2123記載，神自一個人分為兩性—從亞當身上抽出
元素創造女人 (男—XY，女—XX) 。兩性的設計
是神給與人彼此相輔相成的配合能力，組成完全
人 性， 傳承下一代生命(創5 :2 )。

長遠對社會及教會的沖擊
林偉倫博士也表達同樣的關注。在這數十
年間，「性」及「性別」的觀念確實受到很
大的沖擊。一個很明顯的轉變我們在《精神
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
DSM）中可以看到。在DSM IV-TR中定義，
性別認同障礙(gender identity disorder)是指一
個人在心理上無法認同自己與生俱來的性別，
相信自己應該屬於另一種性別。這是一種精神
醫學上的分類定義，通常是用來解釋與變性、
跨性別或異性裝扮癖相關的情況。但在今年5
月23日出版的DSM V，那些在心理上無法認
同原生性別的，現在則被診斷為「性別躁鬱」
(gender dysphoria)。明顯地，在性別認同上出
現困難的，現在已不被視為精神疾患(mental
disorder)，而只是因性別認同的困難而產生情緒
上 的 不 穩 而 己 ( dys phor i a ) 。 這 樣 的 變 動原 意 是 避
免「不正常」(disorder)的字眼以致標籤化，然
而背後也反映著人對性別認同的觀念出現重大
的改變—只要當事人沒出現情緒困擾和不安，
不認同自己的原生性別的也不再是問題。類似
的變動同樣在四十年前出現過，1973年美國精
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將「同性戀」從精神疾患名單中除去，從此人
不能再稱「同性戀」為不正常。人的思想價值
可以在幾十年間潛移默化地被改變，如果變性
是個人的事，那末將來亂倫或人獸交會否同樣
被看為個人的事？這情況著實潛藏隱憂。

基於上述的真理基礎，我們可以肯定，
「性」是神給我們與生俱來的禮物，我們應當欣
賞、接納、感恩和尊重。變性是否定神創造的美
善，也不感謝神所賜予的「性別」。變性無疑是
要自己擔演上帝的角色，重新給予自我一個「性
別」。性別既是神給我們與生俱來的命定，隨意
的 改動 便會帶來不可預測的後果。
至於聖經看「性」與婚姻的關係，乃肯定婚
姻是社會秩序和生命傳承的重要基石；性關係
必須在婚姻之內，也是維繫婚姻的重要元素(來
13:4)。婚姻內兩性的結合是神美麗的創造，是生
命延續的奧秘(太19:4-5)。神沒有創造兩個同性的
人結合來延續生命，也沒有創造一夫多妻、多夫
一妻、或多夫多妻來組合家庭。神只創造一男一
女、一夫一妻的結合來組成家庭，並藉此孕育健
康 的下 一代。
就算在兩性的婚姻或性關係中，某些結合
或性關係仍是神所禁戒的，如亂倫的性關係(利
18:6-17)、同性的交合(利18:22-23；羅1:26-27；
猶1:7)、與獸的交合等，在聖經中都視為逆性的
行為，是聖經所否定的。張牧師看終審庭是次的
判決帶來的憂慮是：擦去性別的界線，就是拆除

講座中有與會者問到，變性人婚姻既已成為
合法，若按現時狀況發展，將來教會會否受到
衝擊？舉例說，若不接受變性人在教會舉行婚
禮，那便可能抵觸公平法。張牧師的回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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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應受到法律中宗教自由的條例保障，我們若按著良心不做某些事情，其他人並無權利去挑戰宗教
自由。關博士則回應他有多一重顧慮，其實很多跨性別人士現已透過不同的殘疾歧視條例作出不同投
訴，所以教會受到衝擊的機會，可能不是很遙遠的事，故此為了維護宗教自由，教會必須起來表達意
見。
教 會 可作的具體回應
在回答與會者問題時，講員談到教會當前可以有的具體回應。基於人道立場，教會不能剝奪別人
的選擇，變性手術也可以是一個機會，讓受困者嘗試一條出路。既然法庭的判決我們無法扭轉，那我
們 必 須設法將性別混亂的可能影響減到最低， 並 預 防 它 在 意 識 形 態 中 不 斷 擴 大 。
教會可作的，首先是對終審庭的判決作出理性的批評。正如上文所言，未經過社會廣泛的諮詢和
討論，法院的判決會導致婚姻制度的動搖，這是司法對具爭議性的社會議題不恰當的干預，我們需要
明確地反映我們的立場。第二教會可作的，是成立或參與關注變性婚姻立法的小組，在修例的過程中
向政府提供意見。現階段法律上並無一個清晰指引，變性手術要做到那個地步才可以改換性別申請結
婚。外國曾有個案，女子變性為男人卻保留子宮，一段時間後變性人為了生育便注射荷爾蒙活化子宮
功能，以致成功懷孕。故此，「變性」的定義必須嚴謹界定，以防產生婚姻性別混亂，顛覆了性別的
角色與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三，是教會必須承擔教育的責任。在這時候教會必須要發聲，維護一男
一女、一夫一妻的信念。教會可多翻譯一些文獻，多花點功夫做研究，在教會、社會中推廣關注，提
防 多 元性別在學校推行，致力將這判決的影響 及 破 壞 減 到 最 低 。
關博士強調他所針對的，是終審庭的判決和對變性手術誤導性的鼓吹，而不是針對變性人或跨性
別人士。他鼓勵教會一方面要有立場，另一方面要有寬闊的胸襟，包容不同人、不同的人生經歷。教
會 需 要多點寬容和體諒，多點聆聽，同時也需 要 有 立 場 和 面 對 沖 擊 的 準 備 。
（ 本 文 內 容 輯 錄 自 講 座 錄 音 及 講 者 提 供 的 資 料）

二零一三年十月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份 徵信錄
教會/機構奉獻
HK$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
$40,000.00
神召會禮拜堂
$35,000.00
Provider Products Co. Ltd
$30,000.00
華惠神召會
$20,000.00
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
$15,000.00
五旬節聖潔會盧亨利紀念堂 $15,000.00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
$14,000.00
神召會聖光堂
$10,000.00
神召會友愛堂
$10,000.00
竹園區神召會竹園堂及坑口堂 $8,000.00
神召會屯門堂
$6,300.00
竹園區神召會高山堂
$5,000.00
五旬節聖潔會靈恩堂
$2,150.00
新界神召會屏山堂
$2,000.00
五旬節聖潔會荃灣堂
$1,800.00
合計
$214,250.00

2013年9月24日籌款
竹園區神召會
San Ho Enterprises Ltd.
神召會聖光堂
楊梵城
賀穎
和撒那基金會
司徒永富
Gary Winsor
合計

$50,000.00
$50,000.00
$30,000.00
$12,000.00
$10,000.00
$10,000.00
$7,000.00
$7,000.00

神召之友奉獻
蔡偉賢
$20,100.00
陳永川
$20,000.00
李穎忠、陳月清 $7,000.00
Lai Pik Ha Kathy $6,000.00
張嬌
$5,000.00
陳銘恒
$5,000.00
袁淑華
$4,300.00
阮卓輝
$3,000.00
郭偉傑
$2,500.00
張德明
$2,500.00
黃濟宇
$2,400.00
陳綺玲
$2,400.00
梁家豪
$1,500.00
陳銘珊
$1,500.00
黃炳權
$1,200.00
黃就明
$1,000.00
林岳明
$1,000.00
方慧儀
$800.00
合計

何榮璋
張柱良
李瑞達
Chang,Chee Yu-Chi
黃栢中
Ho Sui Yi

HK$
$5,200.00
$5,000.00
$5,000.00
$4,000.00
$3,000.00
$700.00

$198,900.00

HK$
胡滿輝
$800.00
蘇玉玲
$777.93
劉惠蓮
$500.00
陳鎮全
$500.00
梁少棠
$500.00
王悅容
$500.00
溫鳳鳴
$500.00
鄭懿君
$500.00
郭梁麗賢
$400.00
唐潔玲
$400.00
黃杏莉
$400.00
蕭偉棠
$300.00
梁美真
$200.00
黃志洪夫婦 $200.00
梁美真
$200.00
李明寶夫婦 $100.00
洪鳳媚
$100.00
黃燕玲
$100.00
$94,177.93

個人奉獻
HK$
黃栢中
$27,000.00
何永盛
$10,000.00
無名氏
$4,500.00
Lau Kwok Leung $4,000.00
李嘉媚
$3,000.00
Ng Woon Tai $1,500.00
何諾珩
$1,500.00
王康弼
$1,139.00
劉惠蓮
$1,100.00
葉沛森
$1,000.00
劉偉儀
$1,000.00
Ho Sui Yi
$700.00
Chan Pui Yee
$600.00
Chow Hon Ping $500.00
Law Yin Hung $500.00
Leung Mee Chun $400.00
梁讚美
$200.00
合計
$58,639.00

其他奉獻
HK$
基督使命堂 $2,000.00
合計
$2,000.00
圖書館奉獻
HK$
Lung Wai Lun Vivian $1,500.00
麥煥權
$400.00
合計
$1,900.00

更正啟示：於2012年12月和2013年11月院訊的徵信錄中, 「何嘉宜」的奉獻，應為「何嘉宜及馮雪梅」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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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近況
1. 本院於2013年11月8日邀
請了楊梵城博士作月會講
員。

2. 本院於2013年12月13日邀請了簡劍發
牧師作月會講員。

3. 第六十二次畢業典禮已於2013年12月1日舉行，當
天共有12位同學畢業。
4. 師生聖誕聯歡BBQ已於2013年12月20日舉行。

5. 本院於2014年1月17
日邀 請 了 馬 王 培 琪
女 士 作 月會講員。

7. 本院於2014年2月28日邀請了Steven Lilly作
月會講員。

6.新春團年午宴已於本
年1月29日舉行。

8. 本年度的開放日已於3月22日舉行，當天
約有30多人出席。

9. 本院於2014年3月21日邀請
了文展圖牧師作月會講員。

學生及校友消息
1. 恭賀學生古俊傑於本
年1月新婚之喜。

3. 恭賀校友楊溢文(10碩士) 於本年2月新婚之喜。

4. 學生孫佔芳母親已於3月17日舉行安息禮拜追思
會，求主安慰孫同學一家。
5. 校友張潔恩 (1982學士)已於本年3月30日早主懷安
息，求主的安慰臨到她的家人。
2. 恭賀學生陳家宇於
2013年12月31日新
婚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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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召神學院 代禱事項

神召神學院 財政報告
2013年10月至2014年2月收支表
收入
課程收入
教會奉獻
籌款收入
神召之友奉獻
中文延伸部
個人奉獻
宿費收入
英文延伸部
其他收入
總收入

HK
$539,404.22
$214,250.00
$186,900.00
$94,177.93
$72,380.00
$70,639.00
$58,500.00
$43,460.00
$2,000.00
$1,281,711.15

支出
講師及同工薪津
行政開支
設施開支
中文延伸部
英文延伸部
總支出

1. 請為本院收生禱告。本院現接受2014-15年度入學之申
請，求主呼召並揀選合適的用人進到本院接受裝備，投
身天國之行列。
2. 請為本院增聘同工禱告。隨著學院學生日漸增加，教學
重擔越來越重，學院盼能在新年度增聘最少多一名專任
講師，加盟培訓工人之行列。求主預備合適人選，也求
主預備學院有足夠的經濟條件，以應付我們學院之需
要。
3. 請為本院聘請國際部〈英文及普通話課程〉行政幹事禱
告，求主為本院預備合適人選。
4. 求主賜福5月6日「有你同行」自助籌款餐會禱告，盼讓
同學們的同行者能認識同學們的學習情況及學院的需
要。求主保守當天的餐會，帶領更多同行者前來參與。

$893,400.81
$239,897.38
$129,555.11
$25,632.11
$15,132.00
$1,303,617.41

5. 本院校友張潔恩姊妹〈甄樹潤牧師太太〉於3月30日早上
主懷安息，求主安慰甄牧師一家。

($21,906.26)

7. 本院行政同工黃迦愉姊妹媽媽癌病復發，並且擴散，求
主憐憫和醫治。

結餘

6. 本院前院長及校友蔡牧師仍抱病澳洲，身體仍非常虛
弱，現在家中療養，求主憐憫和保守，讓蔡牧師於晚年
能頤享天倫。

神召神學院

中文部

□
□
□
□

□

開辦課程

本人想收到神召神學院課程概覽
本人想收到神召神學院的消息 □EMAIL □ 郵寄
本人想加盟成為「神召之友」。
本人願意一次過奉獻
□$2000 □$1000 □$500
□其他: $
本人憑信心按月奉獻以下款項
□$2000 □$1000 □$500
□其他: $
□ 現以支票(號碼
) 奉獻支持學院

□ 經常費 $
□ 學生學費$

□圖書館發展經費$
□ 其他 (請註明:

教牧裝備
道學碩士(M.Div)
神學學士(B.Th)
教牧持續進修
教牧學博士(D.Min)
道學碩士 (M.Div)
教牧學碩士(M.M.)
五旬宗研究文憑/高等文憑

回應

表

)$

表
應
(中)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
回

個人資料
姓名: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徒領袖裝備
五旬宗研究碩士(M.P.C.S.)
基督教事工碩士(M.C.M.)
基督教事工副學士(A.C.M)

延伸部

回應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領袖神學證書

自動轉賬服務：--

查詢電話: 2691-1481 (陳博士)

匯豐銀行之往來户口：A/C 015-420409-001
存款收據請寄回本院，以便記錄及發予正式收據

Master of Christian Ministry (M.C.M.)
英文部 查詢電話:
2691-1481 (黃小姐)
參考有關詳情可瀏覽 www.hk-ebc.edu
參考有關詳情可
查詢電話: 2691-1481 (黃小姐)

本院為亞太神學協會(APTA: Asia Pacific Theological Association)的檢定學院(Accredited School)及亞洲神學協會附屬會員(ATA: Asia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神召神學院 院訊
院董會成員：溫嘉理牧師(副主席) 孫其達牧師
楊學明牧師
梁舜安牧師
林暢輝牧師
劉惠蓮牧師
院長:張德明牧師
課程主任及署理英文部主任:黃漢輝博士
學生事務主任及註冊主任：李天鈞博士
中文延伸部主任、實習主任及教關部主任：陳國恩博士

院訊編輯委員會

鍾復安牧師

督印人：張德明院長 編輯及製作：譚錦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