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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望」踏步：
五旬節派終末理論與踐行

Ecclesia Bible College

李天鈞博士
時為1906年4月18日上午5時12至14分左右，
位於美國的三藩市發生了黎克特制的七點八級
大地震，只是數十秒的震動便換來了約三千人
死亡，城市中超過一半的人口無家可歸，近
二千九百座建築物受破壞。1 不少美國的基督
教領袖紛紛就這駭人的天災及當中上帝所擔當
的角色等問題發表了相關的言論，例如巴特曼
(Frank Bartleman)便出版以「地震」為題的
小冊子繼續宣揚上帝在終末召集的信息，史梅
爾(Joseph Smale)則提醒在地震中不應只想到
審判，而是相信仍有上帝的愛臨在。2 無獨有
偶，在大地震的當日，與三藩市同位於加洲的
洛杉磯，其《洛杉磯每日時報》(Los Angeles
Daily News)亦出版了一篇有關方言的文章，令
阿蘇撒街復興事工公開讓大眾認識，之後有不
少人更將大地震事件與復興事工的公開討論扯
上關係。3 由地震帶來的憂慮或有關終末印記
應驗的言論，使阿蘇撒街復興事工更大發展。 4
誠然，末後的復興或主快再來的終末言論並非
早期五旬節派人士承這時機作「抽水」（佔便
1. “The Great 1906 San Francisco Earthquake : 5:12 AM - April

18, 1906”
(http://earthquake.usgs.gov/regional/nca/1906/18april/ 2012-1119)
2. Cecil M. Robeck, Jr., Azusa Street Mission and Revival: The
Birth of the Global Pentecostal Movement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06), 77-82.
3.《 洛 杉 磯 每 日 時 報 》 的 有 關 文 章 名 為 “ We i r d B a b e l o f
Tongues”，參Cecil M. Robeck, Jr., Azusa Street Mission
and Revival: The Birth of the Global Pentecostal Movement,
6,75,80.由阿蘇撒街事工出版的《使徒信仰》（The
Apostolic Faith）第二期（1906年10月），有一位黑人女
士（Mrs. Mary Galmond）亦分享她對大地震與洛杉磯復
興的領受。
(http://pentecostalarchives.org/digitalPublications/USA/
Independent/Apostolic%20Faith%20(Azusa%20Street)/
Unregistered/1906/FPHC/1906_10.pdf 2012-11-19）
4. William K. Kay, SCM Core Text: Pentecostalism (London:
SCM, 2009), 65.

宜）之搞作，而是一向五旬節派人士的中心
信息，是五旬節派神學主要福音內容之一。 5
五旬節派的終末理論並非憑空而建，而
是傳承著十九世紀美國基督新教中對千禧年
的論述，包括敬虔主義及愛德華滋(Jonathan
Edwards)等人主張樂觀地以基督作改革的遠
象，及後又因美國內戰而開始出現一些較悲
觀地認為需由神聖介入歷史等理解所影響。6
在這些背景下，聖靈浸及方言的信仰經驗及
踐行便連上了耶穌基督再回來的信息，而晚
雨(Latter Rain)這課題的相關言說正是反映
怎樣表達這些信息的具體例子，例如沿於巴
勒斯坦地秋、春兩雨的天氣現象，春（晚）
雨便作為使農作物迅速生長並成熟以預示著
將有大豐收的象徵，這不單是標示著在救恩
歷 史 中 一 個 新 時 代 的 降 臨 ， 麥 蘭 ( D . We s l e y
Myland)更表達在「稱義」這秋雨之後，晚雨
就是代表聖靈充滿的生命，及應驗了進入基
督國度這上帝的計劃。7 無疑，五旬節派
的終末理論是有受著時代論的前千禧主義
（dispensational premillennialism）的影響，
5. D. William Faupel, The Everlasting Gospel: The Signiﬁcance

of Eschat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ntecostal Thought
(Shefﬁeld: Shefﬁeld Academic Press, 1996), 19-43. Donald
W. Dayton, Theological Roots of Pentecostalism (Metuchen:
Hendrickson, 1996), 19-21.
6. D. William Faupel, The Everlasting Gospel: The Signiﬁcance
of Eschat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ntecostal Thought,
4 4 - 11 4 . D o n a l d W. D a y t o n , T h e o l o g i c a l R o o t s o f
Pentecostalism, 153-167.
7. Donald W. Dayton, Theological Roots of Pentecostalism,
26-28, 144. D. William Faupel, The Everlasting Gospel: The
Signiﬁcance of Eschat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entecostal
Thought, 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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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劃分現今是教會完結的時代、被提、七年大災難
等觀念，然而晚雨福音中強調聖靈的澆灌，包括
恢復使徒時代般的聖靈工作及靈恩的經驗，這些
屬教會方面的表現正是與時代論所倡議的終止論
( cessationism )格格不入。81 戴頓(Donald Dayton )
亦指出五旬節派的終末論與時代論的前千禧主義
在 時 代 的 劃 分 與 理 解 上 仍 有 不 同 的 地 方 。92 然 而 ，
麥昆(Larry McQueen)在分析《使徒信仰》(The
Apostolic Faith)中關於終末的論述時，指出早期
五旬節派的終末論並不只修改時代論的內容，更有
著 不 同 的 世 界 觀 。103 可 是 因 為 對 新 晚 雨 運 動 中 先 知
與使徒職事有所保留，加上與福音派的結盟，使時
代論的前千禧主義漸漸成為了五旬節派終末論的
主 流 理 解 。114 這 在 終 末 論 上 的 轉 向 並 非 不 無 影 響 ，
尤其在聖靈的澆灌及基督快來的興奮中，轉為被
大 災 難 與 敵 基 督 等 較 負 面 的 事 件 所 取 代 。125 湯 普 森
(Matthew K. Thompson)提出時代論不單令信仰者在
道德與社會踐行上會有較被動的傾向，理論本身在
釋經及神學方面也大有問題，包括欠缺對理論本身
所處的歷史文化怎樣影響其詮釋的自覺，及只以字
面釋經而不理會引用的文本是有不同的文學素材故
有不同的詮釋方法，其加爾文主義的預定論神學前
設除了不同於亞米念主義之外，對於能否成聖、並教
會與傳福音的重要性也較持不太肯定的立場，故五
6
旬節派應對此歷史中曾出現的選取作出調整了。13
今天，五旬節派終末論的新近研究除了對以往
與時代論的前千禧主義結合提出疑問外，更將早
期五旬節派終末論內因著基督將臨的緊迫而帶來
對上帝子民有所更新的看法，轉向為怎樣在現世
7
亞特豪斯
中 能 踐 行 轉 化 帶 來 上 帝 國 度 的 工 作 。 14
(Peter Althouse)在其著作中引介了四位五旬節派神
學家的終末理論，以展現五旬節派終末論的新近發
展，當中包括作為神的教會（克里夫蘭）出身的蘭特
(Steven Jack Land)的理論，他認為五旬節主義是在
其靈性(Spirituality)多於系統式的神學，在上帝國
8.. Peter Althouse, ‘Eschatology,’ in Handbook of Pentecostal

Christianity, edited by Adam Stewart (DeKalb: NIU, 2012), 73-74.
9. Donald W. Dayton, Theological Roots of Pentecostalism, 144-147.
10. Larry McQueen, ‘Early Pentecostal Eschatology in the light of
The Apostolic Faith, 1906-1908,’ in Perspectives in Pentecostal
Eschatologies: World Without End, edited by Peter Althouse and
Robby Waddell (Eugene: Pickwick, 2010), 139-154. 這現象亦與早期的
五旬節派教義神學的建立類同，因當時的教義神學作品並不只全
盤接受基要主義，更有採納不同傳統並與之對話，參Douglas
Jacobsen, ‘Knowing the Doctrines of Pentecostals: The Scholastic
Theology of the Assemblies of God, 1930-55’ in Pentecostal Currents
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 edited by Edith L. Blumhofer, Russell
P. Spittler, and Grant A. Wack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90-107.
11. Peter Althouse, ‘Eschatology’, 74.
12. Peter Althouse, Spirit of the Last Days: Pentecostal Eschatology
in Conversation with Jürgen Moltmann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3), 36-44.
13. Matthew K. Thompson, Kingdom Come: Revisioning Pentecostal
Eschatology (Dorset: Deo, 2010), 43-47.
14. Peter Althouse, Spirit of the Last Days: Pentecostal Eschatology in
Conversation with Jürgen Moltmann, 1.

的終末預期(proleptic)上關注於正統(orthodoxy)、
正 行 (orthopraxy)及正情(orthpathy)三方面，靈恩
的經驗（即五旬節派人士的情感）正反映上帝的
國已在基督及聖靈的活動中展開，由於仍未完
成，故對於將臨中的上帝國的異象可以成為對今
8
屬神召會宗派的維勒方(Eldin
天世代的轉化能量。15
Villafaňe)則 透 過 修 正 以 往 的 終 末 論 中 ， 建 立 其 拉
丁式(hispanic)五旬節派的社會倫理，即在參與及
為著貧窮人及受壓迫者的牧養背景下，提出救恩
不單在個人的信仰方面，亦在社會制度的解放方
面，故聖靈的工作是應該看為在歷史中實現那既
濟 未 濟 的 上 帝 國 度 。169 而 有 五 旬 節 派 背 景 的 沃 弗
( M i r o s l a v Vo l f ) ， 他 也 是 強 調 終 末 論 的 社 會 性 意
義，因此，上帝的國並非與現世脫離或消滅這世
代，更可藉世代的轉化而進入新天新地之中，聖
靈的恩賜讓人手所作的工得著轉化，並可在文化
與種族的衝突中帶來復和及展開對他者的擁抱，
10
另一位
這也是其對工作及擁抱神學方面的理解。17
有神召會背景的馬起亞(Frank D. Macchia)便提出
一套另類的五旬節派終末論，就是引用屬敬虔主
義者布倫哈特(Johann Blumhardt)的神學去對五旬
節派的終末論作出批判及擴展，布氏根據使徒行
傳2章的事件去表達醫治作為上帝國的預期及可見
的表現，在聖靈的工作下，並不只是他世或超自
然的關注，更可帶來人們並語言在多元與統一上
18
可以共存。 11
五旬節派終末論在這新的研究方向下，不單繼
續將聖靈的工作連結於上帝的國或基督的再來，
更進一步因這「盼望」而提出需要踏上踐行的一
步。其實這理念已開始在美國神召會的實踐中反
映出來，例如在宣教與核心價值中，便致力於如
何懷慈心去宣講耶穌作為救主、施聖靈浸者、醫
治者及再來君王，故在宣教事工中尤強調以基督
的慈心去觸摸貧窮及受苦者，而於1994年開始以
救濟為主的「盼望的護送」(Convoy of Hope)行動
12
若就這因「望」而踏步的實踐
正是具體的踐行。19
去追問其日後可發展的方向與空間，則以盼望神
15. Peter Althouse, Spirit of the Last Days: Pentecostal Eschatology
in Conversation with Jürgen Moltmann, 3-4. 另Steven Jack
Land, Pentecostal Spirituality: A Passion for the Kingdom
(Cleveland: CPT, 2010), 1-2, 117-220.
16. Peter Althouse, Spirit of the Last Days: Pentecostal Eschatology
in Conversation with Jürgen Moltmann, 4. 另Eldin Villafaňe, The
Liberating Spirit: Toward an Hispanic American Pentecostal Social
Ethic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1993), 84-132, 195-222.
17. Peter Althouse, Spirit of the Last Days: Pentecostal Eschatology in
Conversation with Jürgen Moltmann, 4-5. 另沃弗著，《擁抱神學》
（台北：校園，2007），358-365。
18. Peter Althouse, Spirit of the Last Days: Pentecostal Eschatology
in Conversation with Jürgen Moltmann, 5-6. 另Frank D. Macchia,
Baptized in the Spirit: A Global Pentecost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6), 41-42.
19.可參 “Our Mission & Core Values” (http://ag.org/top/About/
mission.cfm/ 23-11-2012) 及“Assemblies of God World Missions”
(http://worldmissions.ag.org/about.cfm / 23-11-2012) 並 “Convoy
of Hope: Who we are” (http://www.convoyofhope.org/go/who/ 2311-2012)

學而聞名的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在其
闡述盼望神學可如何在倫理方面應用的作品《盼望
的倫理》(Ethics of Hope) 2013 中，有不少觀點確是
可以作為回應，並能帶來更寬闊的思考及啟迪。
莫特曼認為我們盼望些什麼便會影響我們有怎
樣的行動，而所有基督徒的行動皆可有其靈性的部
分，如帶著禱告（連於上帝）去工作，當中盼望更
14
莫氏指
可成為了禱告的方向並在行動中的提醒。 21
出不同的終末論便帶來不同的社會實踐，他分析了
不同的終末理論的實踐及其中的問題，如天啟式
的終末論(Apocalyptic Eschatology)將世界與基督
的掌權分開而言，帶來的是世界獨立於福音而雙
方只有敵我的關係。2215 接著基督論主權式的終末論
(Christological Eschatology)是以神權作治世的藍
圖，卻容易導致以上帝之名作獨裁的濫用，而不是
原本順服及被問責於上帝的價值的理解。 1623 亦有分
離主義式的終末論(Separatist Eschatology)提出基
督倫理的獨特/立性，可是其較弱於對外作主動回
應，而且教會內組成的複雜帶來實踐的困難，這
24 之後，莫特曼便交代
些成了其中要正視的問題。 17
其較接受的終末理論及實踐，即轉化式的終末論
(Transformative Eschatology)，而這方面的論述正
可豐富我們對實踐「盼望」的想象。莫氏提出信仰
者對彌賽亞的盼望是可突破其本身的冷漠與悲觀，
並能主動地參與解放的運動，經歷出上帝新的創
造，這正是聖經所言的經驗：「看哪，我將一切都
更新了！」（啟21：5）；「若有人在基督裡，他
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
後5：17）。在這盼望下，更可朝著對上帝國度的
展望去實踐，當中包括在戰爭中去推動雙方的和平
與協作，在社會與國際內的貧富懸殊中致力於社會
公義，並與所身處世界中的各受造物有著共存與共
享的關係等工作。這些實踐亦反映了救恩在社會層
面的意義，包括：帶來經濟公義以抗衡對人類的剝
削；帶來人類尊嚴以反對政治的壓迫；帶來人類團
結並拒絕異化（疏離）；帶來個人生命的盼望得以
對抗絕望。莫特曼又給踐行者一些實踐的建議，例
如要不受世界的牽制並對抗其壓力，在基督裏建立
新的身分與團契，改變自己以進入一個新的世代，
這些正是不與世同化亦不與世分離（在世而不屬
18
盼望五旬節派的終末理論與
世）的基督徒實踐。 25
踐行可以在莫氏的理念及啟迪下，加上本身對聖靈
大能的經驗與倚靠，繼續因「望」踏步。

20. Jürgen Moltmann, Ethics of Hop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2).
21. Jürgen Moltmann, Ethics of Hope, 3-6.
22. Jürgen Moltmann, Ethics of Hope, 9-17.
23. Jürgen Moltmann, Ethics of Hope, 19-24.
24. Jürgen Moltmann, Ethics of Hope, 25-33.
25. Jürgen Moltmann, Ethics of Hope, 35-41.

院長的話

使命的傳承
張德明院長
「大衛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
了。…」(徒13:36上)
適逢今年是神召神學院創校六十五周年，我們
舉辦了一項名為「尋根之旅」的探訪活動，目的是
為追溯神召神學院的發展史跡。
今年十月十五至十六日，我們一行十七人，從
蛇口出發，前往清遠白灣，尋訪神召聖經學校的前
身「明德聖經學校」遺址，並踏足昔日神召會宣教
工作的碩果豐蔬—全村歸主的「福音村」，一睹神
召會在清遠一帶的宣教足跡。然後我們往廣州尋訪
怡樂村，緬懷馬理信牧師起初創立神召聖經學校的
往跡，並順道探望廣東協和神學院，了解當今廣東
省教會情況。
原本想藉此「尋根之旅」能凝聚校友重拾舊
情；但卻意外地激發內心無盡感慨，重燃內心委身
事主之火，再一次讓我們肯定宣教和培訓下一代的
重要價值。
自從加拿大神召會宣教士馬理信牧師於
一九四七年在廣州怡樂村創校以來，神召神學院已
度過了六十五個春秋。從昔日一所不為人所知的簡
陋平房開始，發展成今天屹立在香港屯門的現代化
校舍。六十五年來，栽培了的莘莘學子，不少已成
了現今獨當一面的教會支柱。
正如昔日大衛王按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
人，就睡了，神召神學院的先輩們也按神的旨意，
服事了他們那一世的人，現在許多都已安息在主的
懷中。他們一幅一幅的照片，記錄著一幕一幕的功
績，銘刻在我們心中，留下了難忘的回憶，掀起無
言的感激。
他們一生為主勞碌，鞠躬盡瘁，不求功名權
位，不求流芳千古，只求完成上帝交付他們的歷史
任務。他們在艱難和匱乏中，堅持委身，為神的
國、為下一代全然付出，實在值得我們敬佩，也成
了我們委身的典範。
在某些人眼中，或許神學教育是耗費資財的蝕
本「生意」，但當回顧過往神召神學院的發展歷
史，我們就可以肯定，神學教育與領袖培訓絕對是
拓展天國的重要策略據點。
既然上帝今天將神學教育的火把交我們手中，
就讓我們悉力以赴，繼往開來，為神的國度延續培
訓五旬宗明日領袖的歷史任務！

聖靈要釋放我們的自我保護
何 傑博士
本院特約講師

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得以自由。 (林後三17)
21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 22因為按著我裡面的人，我是喜

歡神的律； 23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
的律。 24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25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
脫離了。 (羅七21-25)

一. 三個層次的思想運作
我們行事為人，有三個層次思維的運作：一. 上層的理性思考；二. 底層不自知的潛意識；
三. 還有一個中層，不經思考即時反應的防衛機制。三者都有意識地、無意識地、甚至即時地決
定了我們的行事為人。
一. 上層：是我們所認識和倚賴的思考運作(conscious reason)，包括我們的理智、分析、邏
輯、反省、資料組織、行動計劃。這部份我們較為認識，賴以生存，甚至頗為堅持，相信自己
的。這套慣常依靠了的理性，我們會認為無需查察，且永遠是對的。但事實不然。原來每人
有的一套理性思維，它的發展也是累積而來的，包括我們的個性氣質、社化經驗、教育薰陶和
生活體驗等組合而成的，本身並非滴水不穿，且不斷地修正的。那麼，信仰經歷帶來的衝擊，
會調整我們的理性思維嗎？可能會，也可能紋風不動。在基督裏的新人，從恩典到恩典，從一
程度的自由到另一自由，我們的理性本身，都要經歷聖靈的更新，放下其中那些不屬神、與神
話語相違的思想元素和態度。雖然理性的轉化毫不容易，但這是上中下的三層思維結構中，我
們算是最熟識和較易處理的一部份了。最少，我知道我在想甚麼，如何想，也以為知道如何調
整。
二. 底層：潛意識(sub-consciousness)，包括各樣的衝動，不受理智管制的直覺、創意、感
受；但同樣地，潛意識包含了慾望、愛、恨、嫉妒，埋藏傷痛經驗、羞愧記憶，沮喪、憤怒、
苦毒。這一切都在這裏不自覺地運作。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想甚麼。這非理性的底層，卻又
是行為最直接的驅動力的所在。認識這部份，一點不容易，因要穿越重重自我蒙蔽。他控制著
我們許多不自覺、欲罷不能的衝動，甚至和我們的意識對抗。但這一層次，對我們自我認識的
成長、突破、更新，非常關鍵。很多的治療，為了探索潛意識的真相，而用上了催眠和夢的研
究，來開發這深層的底蘊。我們若要扭轉潛意識的運作，更需神的恩典光照，和謙卑順服聖靈
的帶領，才可有所發現和更新。
上層的理智，可管束潛意識的衝動：用思考和意志約束、自制，維護道德規範、倫理操守。
我們能管理好底層的衝動，不至失控，同時要需靠第三個更不自覺的元素：上層和底層之間
的中層管理的運作。
三. 中層，是一套直接的反應機制(Defense Mechanism, Rapid Response System)。它是不經
考而複雜的自我防禦或保護機制，使我們不需多花腦筋，處處提防而即時自動運作：包括慣性
的自圓其說機制、隱藏機制、掩飾手勢、逃避機制、轉移機制、補償機制。這中層自動化的反
應，協助上層理智對底層的管理，一切安頓妥當，形成直接反應。

我們大部份的反應機制，都從小自家庭溝通文化孕育而來，常見的有四種：
Blaming
埋怨別人，
歸究對方

「都是你不好…」； 「這次又是你錯啦……」 ；
或極端意氣： 「全是我的錯，滿意嗎……？」 (基本上不承認)
→ 導致不能正視自己的問題；逃避責任；不能承認、承擔錯失；
不能透過寬恕和解；把對錯放得很大而窒礙關係結連

Distracting
支吾以對，
不予正視

「總之不是，不要再問我……，……」 (或對追問緘默不語)；
「明日再談吧，現在不要煩我……」；「這些事不提不可以嗎……?」
→ 導致不能當機立斷，希望問題明天會自然解決，尋得自己安舒而任由別人失望，
錯失時機來改善關係，使惡劣關係擱置隨著時間凝固

Placating
強顏討悅，
逆來順受

「你要我做甚麼都好，只要你唔好唔理睬我……」；
「我唔開心，都是你弄成的……」 （逼使對方遷就討悅自己）
→ 導致屈服於感情操控、虐待，不能對自己感受真誠，失去真我和自我價值

Computing
理性分析，無
心裝載，對感
覺無動於衷

「我話你知，事情不是這樣的……」 ； 「你死你事，與我無關……」
→ 導致不能正視感受；無法聽到別人心底話和掙扎；
失去對人性深層的觸覺和感應

事實上，無論理智認為多麽認識自己，和有能
力管理自己，人的理智仍有無法接觸到那不受管制
的更低的底層。這底層裏面可能是幽暗和充滿傷害
的記憶，和挫敗感，還有失控的情慾、失控的情緒
（沮喪、憤怒）、混亂，和受到不饒恕的困擾，它
們時不時如地獄來的惡犬狂吠。我們的反應機制只
能加強保護掩飾，卻不知道慣性了的反應機制使我
們更與內心的真相脫節。

二. 上中下層的思維都要更新
我們常以為理智是行為主導的所在，管理、支
配我們如何做人。但來得比思考更迅速的，是不經
思索的中層的反應機制，而觸發反應機制的啟動，
我們以為是理智的思想管理，但更通常的是底層的
潛意識，我們很陌生的那部份，卻隱藏了我們行為
取抉的秘密。
譬如一個基督徒理性上知道相交的重要，也嚮
往建立親密的關係，但心底裏，卻很懼怕關係，怕
受拒絕，怕關係帶來傷害。因此她常常矛盾，又
自責，甚至拒絕自己、討厭自己無法愛自己的組
裏的成員。其原因是並非理性的，非她所能知的。
直到有一天她一直逃避的痛苦事實使她無法不去面
對，就是她小時被親生父母遺棄的種種後遺症。她
痛苦得一直以來想盡辦法去忘記童年，又常常拒絕
自己，生自己的氣。理性上她知道神愛她，但心底
裡她一直無法愛自己。她的理性接觸不到自己內心
的真相。內心受傷一直不肯成長的小孤兒也因懼怕

再被傷害而不願出來，迴避再受理性(大人合理化的
世界)欺凌自己，也驚恐得無法有一套大人的語言來
說出自己小孩的需要和感受。這上層的理智一直無
法接觸到隱藏在潛意識裡的感受，或每次她這小孩
冒出來，都會被她大人的自我所憎惡，而再退縮隱
藏。
回到這可管理的上層與中層，在行為上，使人
達成他的自我成熟，不受盲目的慾望、情緒和衝動
支配。這些努力都值得我們付出和尊重，使生活能
有條理，相交有禮節，做事有效率。理性思維的成
效，則在乎所受的環境培育、個人的禮教和自省、
對成長的追求和順服權柄。
但亦因此做成人更倚靠自己多於倚靠神，倚靠
理性和壓抑機制來做好人和敬虔者。結果產生出
自義、自恃與驕傲。若有錯失時，對己、對人就缺
乏恩典容量。宗教信仰容易走向拘謹的規條化，律
法主義、完美主義，假安全感；但對失敗、失控，
就嚴加批評和自責，羞恥內疚，修飾隱藏，如此種
種，都與人微妙的自我掌控有關。
這種看來有體面的信仰卻不會快樂。而且常有
憤怒、自責和苦澀，繃緊而枯乾。這些現象告訴我
們，我們的心靈生態實在出了問題。律法主義的生
活，沒有生氣、自由和喜樂。事奉出於善意卻常在
意氣的困擾裏，單靠己力也無法完成只有神才做得
來的事。外面使勁吃力，裏面枯乾，是事奉者常有
的現象。
下頁續.....

續上頁.....
知識型的福音派信徒以為問題在知識上，於是
追求更多的知識來解決問題，但可能結果，只加固
上層思維，卻與內心底層更脫節。追求神變成追求
知識的領域，卻忙得沒聽見聖靈在內心的微聲呼
喚。

大意志的力度來管制自己。加大意志的力度，加強指
控、自責，會有甚麼結果？有人失控而崩潰，有人失控
而生出惡性循環的情緒病；有人壓抑而失去溝通及與人
交往的能力、有人失控而晝夜被撒但指控，活在內疚和
疏離神的狀態。

強調道德對錯的信仰，只會產生虛飾的自義，
使人心更自我蒙蔽，卻無法收拾內心真實的混亂，
亦使人和自己的真相脫節。

後來我發現，原來聖靈一直在等候成為我們的生命
師父，和深層的釋放醫治，使我們得自由。基督的靈在
那裡，那裡就有真自由。要能真自由，才有真喜樂，和
不斷更新；有真釋放，才有真恩典，而不是斤斤計較、
刻苦己心…被自義框得死死的律法主義的宗教生活。

人的理智只能加強管理機制，哪裏越要加大力
度自控，就顯得越脆弱，越發用力保護，結果就越
為自己封頂，因而更無法得著醫治和釋放。
使徒保羅省悟到這處境，呼喊說，誰能救我脫
離這取死的身體！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便有惡與我同在。 22因為按著我裡面的人，
我是喜歡神的律； 23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
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
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24 我真是苦阿！誰能
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25 感謝神，靠著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羅七21-25)
21

理性化的信仰，加上中國人的儒家思想的自我
修行，是基督徒常有的做人態度，以己力來成就真
理，過份相信自己的理智，能達到自我掌控和自我
抑制。實際上，對自己失控的慾念和情緒，是無能
為力的。實際上，這種靠己力修持的信仰，已偏離
了基督教的信仰。

三. 我自己走過來的的路
我自己的路是這樣走過來的：以往從追求學
問修為，到轉向靈修操練，主要是要透過安靜來
接觸內心，提升對自己和對神的覺醒。但我體
會到過往追求神，竟變成追求有關神的知識，
(knowledge)；可是知識複雜了、深廣了，卻沒有
提升對神的意識(awareness)。增加了對神的認知，
並沒有提升我對神的覺知。生活不少範疇，仍過得
像個「實踐的無神論者」。

只有聖靈能光照我們的真相，越過我們的反應機
制，直接觸摸到連我們都不自知的底層的實況。只有聖
靈能醫治隱藏的傷害、釋放慣性機制帶來的抑壓、轄制
和蒙蔽。人要承認無助（破碎），謙卑倚靠，聖靈就可
接管、重建，醫治釋放。我們也要把非理性的情緒帶進
理性的了解和接納，在聖靈光照中認識自己的真相。聖
靈的醫治工作，以愛和知識的言語、先知性的服侍繞過
我們的理性和自我防衛，幫助我們從自閉中得奇妙釋
放。
我沒有刻意追求方言，但許多年前經歷過Mother
Hasting 代禱的醫治釋放後，我發覺聖靈與方言的經
歷，實在幫助我繞過理性言語的通道障礙，使我把多年
的傷痛可以釋放出來。若我用理性言語的通道，來表達
這些經過和感受，不知要用多少年日才可以在輔導室盡
訴出來。
我們也需要認識慣性而不自覺的防衛機制，了解它
慣常化的支配，如自圓其說、自以為義，究竟要保護甚
麼，懼怕甚麼，才可配合聖靈的提醒，調整和更新、改
變舊有的做人模式。我們需要放下過度倚靠理智和自我
掌控，需要給聖靈更大的自由運作空間。簡單的說，就
是放下自義，更謙卑的在神面前，求聖靈來完成耶穌的
救贖。
這文章後面關於聖靈更新的部份，仍有待發揮和系
統性的探討。歡迎繼續交流。

四. 追求：

我不排除神有恩典的臨到幫助我們的軟弱，有
神的恩典來提升我們的愛和操練，但這學問仍很靠
「己力」和操練。

(一) 更坦然誠實面對內心，有空間去反省和給聖靈光
照；
(二) 閱讀詩篇，尤其那些透現內心真相的禱告；
(三) 求有恩典、有愛的勇氣去接受自己幽暗和壓抑、失
控和混亂；
(四) 謙卑承認需要聖靈，讓祂來接管我們的生命，給祂
空間來自由行事，包括釋放我們的壓抑和醫治我們
因創傷而不斷衍生的混亂；
(五) 追求聖靈，放下理智。不是埋沒理智，而是知道連
理智也不可靠和需要更新。

拒絕聖靈，我們仍是自己拯救自己，最多是加

(全文完)

我的「所知」(knowing)，與我的「所是」
(being)竟然是可以那麼脫節。很多我所知的，還不
是我的所是，只少許改變我的「所是」，而我們真
正的所是，卻是那麼脆弱，又那麼自恃，分文不
動，停滯不前，更新不了，這仍是一套很靠「己
力」的自我修為的信仰學問。

神學生感言

一個實習神學生的 覺 醒
梁衍奇
道學碩士生

神你要我去那裡嗎？
懷著緊張的心情到達學院轉介的教會，那是一間建立
在著名小學裡的教會。我比約定的時間早到了半小時，我
環繞整個學校一邊走一邊禱告：「主啊！你要派我到這裡
實習嗎？我可以為你做些甚麼呢？」
踏進牧師的辦公室，她十分和藹，但態度嚴謹；她將教會
的異象告訴我，要我好好的禱告是否要來這裡實習，而且
要來實習就一定要到明年的八月尾。我向神再次求問，祂
對我說：「你要來這裡學習，不是要做甚麼？而是要留心
去學。」我忽然覺悟神要恩待我，要我虛心的學習；學習
欣賞、學習配搭。

從「小心翼翼」到「互相信任」
初到教會時，我總是小心翼翼的觀察；這裡的領袖都
是非常委身的，他們也有很多事奉的經驗，求神幫助我以
新的心、新的眼光去觀察、去體驗。我被委派到小學生團
契和家長小組事奉，我會和一群在團契事奉多年的領袖配
搭，前三個月他們讓我觀察和協助秩序。團契裡全部是該
校小四至小六的學生，他們的週會具有固定的模式，他們
很著重紀律。有幾位團友正在接受少年三福的佈道培訓，
小朋友能依步驟祈禱，但我總覺得團契進行時像學校上課
一樣，小朋友表現著一種沉重的感覺。神第二次提醒我要
欣賞，找出他們的優勝之處。
十一月中，一位該校小四的同學竟然跳樓身亡，這事
使整個地區，整個學校的師長、同學、家長、教會教友都
非常震驚，我實在也非常難過，心中很想多服事小朋友，
我很想小朋友在團契中可以輕鬆一些，可以在活動、在遊
戲中學習真理，他們的功課壓力太重了！但我知道其他導
師們對我仍不認識，神叫我忍耐，叫我和同工一起禱告，
他們也愛孩子，也想孩子們可以輕鬆一些。十二月份，我
可以主領週會了，我邀請各導師和我一同主持遊戲，從活
動中帶出主題信息。這個週會大家都非常愉快，在遊戲
中，孩子的秩序良好，導師們開始體驗活動帶給孩子的愉
快和投入，我們可以彼此交流，大家不再怕孩子不坐在座
位上了。

度、程序，牧者卻多關心人的境況和屬靈上信徒面對
的挑戰。當時只要一位執委不留心用了一些不客氣的
言語，兩者的討論就會很容易動氣，我很佩服執委會
主席的謙和、敏銳，很快能將氣氛緩和，進入原本的
議事中心。而執委們也能很快的道歉，牧者雖然會堅
持她所關心的部份，但她也很接納執委們的情況，大
家以平和相顧的心進到接著的議題上。從會議中我實
在學習了很多，那正是我從一個教會值理，蛻變成為
一個教牧同工的學習機會，每一次會議我都有許多反
思。牧師和我做督導時，我向她請教如何協調兩者的
不同角度，牧師覺得能牧養長執，就能協調，但最重
要的是多多為長執祈禱，她說：「牧者多為他們禱告
就有權柄，少禱告就少有權柄」，這話實在是我最大
的提醒。不是用甚麼方法協調，而是讓神在兩者之間
動工，也讓神掌管教會的發展。

委身的覺醒：
今年的一月一日，在主日崇拜中，神對我說：「這
是神的家，你不是過客，從現在到實習完結，你就是
這裡的家人！」下一星期，牧師和我做督導時，她鼓
勵我要放鬆一些，在各個會議中可以盡量表達意見。
我忽然醒悟過來，我實在要除去那種過客的心態，神
在這家作工，祂叫我參與其中，在這段時間，我必須
委身在這家。從那時開始，我有很多機會和教會的領
袖分享，他們給予機會我做主日學教師培訓，又同意
舉辦小學生的暑期活動，大專團契的團友也願意成為
暑期活動的助導，在家長小組中也和家長建立了良好
的關係。我感到神的工作在這裡開展，神藉不同牧
者的分享，鼓勵教會要開新頁，領袖們都願意參與其
中。神帶著教會一步一步的走，也帶著我一步一步的
走，牧師給了我很多的指導和支持，她也和我分享對
教會的期望。執事也鼓勵我、為我禱告，神的愛在這
家流動著，小朋友在其中多了很多歡笑，導師們也多
了很多歡笑。原來，神不是要我憑自己的力氣為祂做
事，而是要願意讓祂帶領。

「有為他們禱告，就有權柄」

感恩

牧師讓我參加教會的執委會會議，我以觀察學習的心
情旁聽會議，實在與從前以值理身份參加會議，有很大分
別，我可以客觀地看到一些從前沒有思考到和未有看到的
問題。原來從牧者角度關心的，實在和執委的角度不同；
執委們看事物的角度，就和我以前一樣，多關心事的進

感謝神讓我到這教會實習，我得到牧師很多的教導
和提醒，又有一群非常委身的領袖與我同工，我從實
習中學到很多很多，感謝聖靈不斷的提醒引導，讓我
懂得欣賞，懂得配搭，更看到自己的不足和恐懼，也
讓我在神裡得到真平安。

請為我們的新同學禱告,求智慧的聖靈常常充滿他/她們......
楊秀英
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ACM)

黃凱弘
神召會頌恩堂(B.Th-同工培訓)

張建成
神召會禮拜堂
ACM(青少年事工)

張鳳眉
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 MCM

謝志豪
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 (B.Th)
蘇秀華
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 MCM
「修讀神學為了解更清晰
的五旬宗神學觀來侍服、
回應那呼召我的上帝。」
柳國豪

馮淑卿
國際神召會

竹園區神召會竹園堂(B.Th)

「我喜歡傳福音！願神帶領我及裝
備我，尋找宣教的夢！」

「讀神學是為自己屬靈的生命和事奉，
盼在老師教導下，靈命能改變。」
黃金笑

神召會頌恩堂(B.Th)
「修讀神學，越級挑戰，教會
鼓勵，望明真理、闊國度，
牧群羊，完成學業，回報神
恩。」

黃潔霞

MCM

王麗庭

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MCM)

「願付代價走上神學之路，
全因我已深深愛上了衪！」

盈峯教會 (B.Th-同工培訓)
彭婉璧 五旬節聖潔會靈恩堂(M.Div)
黃啟榮
五旬節聖潔會屯門堂(B.Th)

何健星
中華基督教會基愛堂(B.Th)

葉子倫
神召會頌恩堂(B.Th-同工培訓)

「開學了差不多兩個月，認
識了很多有教學熱誠的老
師，和活潑可愛的同學們，
從他們身上學會很多！現祝
福每位老師同學們滿有主的
潘偉亮 恩典和喜樂，享受主賜給我
基督教復興教會(M.Div) 們的每一天。」
ACM-基督教事工副學士;
MCM-基督教事工碩士;

B.Th-神學學士
M.Div-道學碩士

學院近況
6. 本院學生事務長李天
鈞博士於今年獲中大文
學頒授哲學博士學位，
本院仝人一同恭賀。

1. 2012-13年「開學崇拜」已於9月7日舉行完
畢，當天除有新、舊同學外，更有教會督導和新
同學的牧者前來鼓勵和祝福同學，讓同學在學習
裏更有力。

2. 張德明院長在9月17-20日應亞太神學協
會(APTA)的邀請到日本參加學術交流會及開
會。
7. 「尋根之旅」已於10月15-16日順利完成。當
中參與者包括董事、院長、老師、校友及教牧一
行十多人，前往學院舊址白灣明德聖經學校參
觀，追溯前人服事主的足跡。

3. 本院已於9月24日舉行「講壇職事的挑戰」，
感謝講員倫思學博士作出分享及教授。

4. 本院於10月5日邀
請了翟浩泉牧師作十
月分月會講員，分享
了亞洲歸主協會在印
傭的福音事工。

5. 本院邀請了劉世増牧師作11
月分月會講員，當天的題目為
「醫治釋放事工：教會中的實
踐」。

8. 65週年步行籌款已於11月17日順利舉行，感
謝不同堂會會友、長執及牧者前來支持參與，
與學院的董事、老師和同學，上下一心地行出
信心的一步。
9. 本院第61次畢業禮將於12月2日舉行，今次共
有10位畢業生，求主的大能和恩典不斷賜與他/
她們日後的事奉。
10. 本院學生自治會送贈一部全新投影機給學院作教
學之用。

新同事介紹
校友消息
1. 本院謹此恭賀校友鄺德勝(B.Th 96)於2012年11
月11日按立為牧師。
2. 學生黃啟榮將於12月2日與蔡玉婷姊妹舉行婚
禮，學院仝人恭賀這對新人。

姓名： 黃迦愉
職位： 接待員及辦公室 助 理
學歷：香港浸會大學副 學 士
先修課程
事奉經驗：敬拜組司琴

二零一二年一月至十月份 徵信錄

五 旬 宗 研 究 專 題 講 座
題目：

個人奉獻

路加對聖靈浸
的解讀：

San Ho Enterprises Ltd.
迦勒珠寶有限公司
Dominic P Y Chan
黃栢中
潘文信
Randall Naylor
陳永川
Wu Kat Lun
王康弼
Anonymous / 無名氏
吳國耀夫婦
朱建釗
Lam Wai Yu
Gary Winsor
吳瑞龍夫婦
黎秀清
鄭秀貞
馮偉倫
何諾珩
Wimon Tanhasaitong
陳群惠
甄美霞
Ng Woon Tai
溫秀清
黃展鵬夫婦
黃杰強
湯志強
馬恩勝
珍珠奶茶美食坊
文展圖
蘇智祺
趙志維
楊曉翠
張玉芬
馬淑珍
林倩慈
何建佳
王建勝
張耀忠
陳文鳳

五旬宗的向度
Topic:

Luke's Understanding of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A Pentecostal Perspective

講員：孟保羅博士
(Dr. Robert P. Menzies )
回應講員：張略博士( Dr. Luke Cheung)
回應講員：張略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教務長)

日期：2013年3月11日
時間：上午10時
地點：神召神學院

請留意本院消息!
教會及機構奉獻

HK$

神召會禮拜堂
$70,000.00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50,000.00
神召會聖光堂
$50,000.00
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
$45,000.00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
$24,000.00
五旬節聖潔會盧亨利堂
$21,000.00
神召會友愛堂
$20,000.00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
$19,873.00
新界神召會元朗堂
$14,000.00
神召會彩蒲福音堂
$10,500.00
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
$10,000.00
神召會石硤尾堂
$9,240.00
竹園區神召會高山堂
$9,000.00
神召會仁愛福音教會
$8,000.00
神召會屯門堂
$5,000.00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佐敦堂
$5,000.00
新界神召會屏山堂
$3,500.00
五旬節聖潔會荃灣堂
$2,700.00
神召會景盛堂
$2,500.00
基督教中華完備救恩會佐敦堂 $2,000.00
Victoria Chinese Pentecostal Church $1,000.00
基督教迦勒牙科中心
$1,000.00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沙田堂
$800.00
基督教會崇山新村真道堂
$625.00
$384,738.00
總數

HK$
$150,000.00
$58,000.00
$23,125.00
$20,000.00
$15,000.00
$15,000.00
$10,000.00
$10,000.00
$5,821.13
$5,74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5,000.00
$2,800.00
$2,500.00
$2,000.00
$2,000.00
$1,600.00
$1,400.00
$1,328.00
$1,200.00
$1,2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8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300.00
$200.00

張樂澤
$200.00
馬嬋英
$200.00
何杏芬
$200.00
顧偉珠
$100.00
蘇健華
$100.00
羅國生
$100.00
鄺俊熹
$100.00
鄺東泉
$100.00
鄭惠萍
$100.00
趙迦南
$100.00
趙帆華
$100.00
溫甜女
$100.00
楊秀芬
$100.00
馮慧萍
$100.00
馮雪萍
$100.00
黃偉仁
$100.00
黃宏援
$100.00
曾彩熏
$100.00
陳錦賢
$100.00
陳健文
$100.00
陳美寶
$100.00
莊志雄
$100.00
梁綺眉
$100.00
戚雪萍
$100.00
戚志光
$100.00
張鴻華
$100.00
張翠華
$100.00
張景雄
$100.00
袁汝蓮
$100.00
翁頌霞
$100.00
洪綺敏
$100.00
林倩逑
$100.00
林倩茹
$100.00
招秀芬
$100.00
李雁冰
$100.00
李笑彩
$100.00
王社壽,黃美寶 $100.00
方世梅
$100.00
何華妍
$50.00
$364,164.13

總數

神召之友
何嘉宜
葉正行
陳銘珊,鄭曉雲
阮卓輝
李天鈞
羅月娥
郭偉傑
陳綺玲
黎嘉玲
黃就明
陳鎮全
胡滿輝
潘清秀
張德明
方慧儀
黃炳權
梁家豪

總數

HK$
$30,000.00
$5,300.00
$3,500.00
$3,500.00
$3,000.00
$2,500.00
$2,500.00
$2,4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1,900.00
$1,500.00
$1,500.00
$1,400.00
$1,200.00
$1,200.00

鄔明輝
郭梁麗賢
鄭懿君
溫鳳鳴
梁耀光
徐偉雄夫婦
Kwoh Wei Ching
蕭偉棠
李明寶
張嬌
唐潔玲
王悅容
張偉良
李馬太
黃志洪伉儷
方麗明
馮曼麗

$1,100.00
$1,1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800.00
$800.00
$700.00
$700.00
$700.00
$500.00
$500.00
$200.00
$150.00
$100.00
$79,750.00

二零一二年一月至十月份 徵信錄
籌款收入
蔡偉賢
$56,500.00
San Ho Enterprises Ltd.
$50,000.00
新界神召會
$38,888.20
陳永川
$30,000.00
神召會禮拜堂
$26,500.00
周家和
$20,000.00
何永盛,林秀瓊
$20,000.00
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
$15,000.00
司徒永富
$13,000.00
郭志雄
$11,500.00
劉惠蓮
$10,120.00
鍾惠清,雷錦藻
$10,000.00
歐綺蓮
$10,000.00
連淑貞
$10,000.00
神召會石硤尾堂
$10,000.00
周敏如
$10,000.00
李錦華
$10,000.00
吳惠玲
$10,000.00
Tang Yau Tim
$10,000.00
Lo Ah Chun
$10,000.00
Cheung Wai Chun
$10,000.00
Beulah Moses
$10,000.00
竹園區神召會
$7,500.00
Maxeasy Limited
$7,000.00
華惠神召會
$6,500.00
基督教香港同寅會
$6,500.00
神召會聖光堂
$6,500.00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
$6,500.00
神召會仁愛福音教會
$6,500.00
竹園區神召會高山堂
$6,500.00
五旬節聖潔會盧亨利堂
$6,500.00
五旬節聖潔會荃灣堂
$6,500.00
五旬節聖潔會
$6,500.00
Tsoi Siu Ho
$6,500.00
PAOC-SEAD
$6,500.00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Assembly
of God Ltd
$6,500.00
Hosanna Foundation Ltd
$6,500.00
Chu Yau Shun Faith
$6,500.00
Cheng Ka Wah
$6,500.00
American Assemblies of God
$6,500.00
梁耀光
$5,500.00
何榮璋
$5,100.00
羅慶輝
$5,000.00
黎碧霞
$5,000.00
雷健強
$5,000.00
楊學明
$5,000.00
陳翠玉
$5,000.00
陳淑群
$5,000.00
陳永淦
$5,000.00
庾敏慈
$5,000.00
張柱良
$5,000.00
林偉倫
$5,000.00
林春和
$5,000.00
余田田
$5,000.00
任亮斌
$5,000.00
Wong Sze Ling
$5,000.00
Joel Leung
$5,000.00
劉美平
$3,000.00

總數

HK$
曾繁庭
林炳輝
周敏慧
呂必強
Yeung Sau Fun
Tse Lai Ying
無名氏
孫其達
陳國垣夫婦
陳映龍
王大山
謝殿揚
謝小莉
鄭炳坤
潘文信
葉錦華
黃炳權
陳培基
陸美鳳
張文娟
基督教天恩堂
周昌紅
吳桂蘭
朱永輝
尤淑貞
Yuen Wai Fun
Wong Ka Man
Tony Tam
Lau Sau Wai
Ko Chi Kwong
Au Wai Chun
廖懷智
蘇玉玲
鄔明輝
翟浩泉
謝道泉
甄浩業
曾麗蓮
陸月貞
梁讚美
國際神召會廣東話部
神召會友愛堂
神召會元朗錦光堂
徐顯輝
徐文成
牧職神學院
李林綺芬
吳秀明
Yip Pui Wah
Louisa Yau
Lau Sau Hing
Lai Chun Moon
Kwong Chun Ying
Johnny Tang
Chu Siu Fai Alan
吳瑞龍
雅博茶坊
黃鳳儀
黎嘉玲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2,900.00
$2,600.00
$2,500.00
$2,500.00
$2,5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1,500.00
$1,450.44
$1,400.00
$1,28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840.00
$620.00
$600.00
$500.00

鄭懿君
鄧錦榮
雷子健
詹月有
楊漢祥
陳鎮全
許琳茵
莊偉昌
劉桂芬
張妙芬
馬恩勝
Ma, Susanne
神召會迦勒堂
珍珠奶茶美食坊
竹園區神召會竹園堂
/坑口堂
伍淑儀
五旬節聖潔會靈恩堂
Yeung Chi Fai
Siu Kai Ming
Lai Sau Ching
李馬太
Tam Po King
Mak Ka Lai
羅麗雯
陳銘恆
梅淑娟
庾敏慈
莫志傑
利醒有
何健星(林燕)
Cheung Miu Fan
& Tsim Yuet Yan
鄧玉蘭
梁兆平
洪善豐
Ng Man Yee
Jimmy & Linda Wood
Chiu Yee Wan
蘇靈華
羅天香
鄭躍培
鄭靜雯
鄭秀貞
黃偉光
陳承智
袁熙群
周駿偉
周立群
李天敏
劉懿德
翟韻儀
郭少明
康志遠
朱麗芬
Winnie Yu
Szeto Hiu Lui
Lee Chi Ho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420.00
$400.00
$400.00
$300.00
$300.00
$300.00
$240.00
$240.00
$240.00
$240.00
$24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725,438.64

個人奉獻

HK$

BMF Scholarship International Inc
e-Auw.com Management
梁麗群
吳秀明
Chan Lok Hing
Chan Siu Wai

總數

圖書館奉獻
Lung Wai Lun Vivian
譚錦瑩
總數

神召神學院 財政報告

$7,529.30
$4,000.00
$3,000.00
$1,200.00
$380.00
$100.00
$16,209.30

HK$
$3,300.00
$1,474.20
$4,774.20

二O一二年一月至十月收支表
收入
課程收入
籌款收入
神召事工資助
教會奉獻
個人奉獻
英文延伸部
神召之友奉獻
中文延伸部
總收入
支出
講師及同工薪津
行政開支
設施開支
英文延伸部
中文延伸部
總支出
結餘

HK$
$1,111,358.72
$725,438.64
$400,000.00
$384,738.00
$364,164.13
$101,675.00
$79,750.00
$55,910.00
$3,223,034.49

請為我們禱告…
1. 感謝主，學院聘得新同工黃迦
愉姊妹，擔任接待員及辦公室助
理。求主賜她力量，幫助她盡快
適應和投入學院的工作。
2. 本 校 ( 2 0 1 2 ) 畢 業 典 禮 將 有 十
位同學畢業，求主賜福和眷顧
他/她們在往後的事奉。
3. 學院正需加聘老師以應付教學
和行政上的需要，求主為我們

$1,680,127.36
$375,790.31
$185,486.34
$54,742.90
$37,152.00
$2,333,298.91

預備合適人選。
4. 求 主 幫 助 學 院 上 下 各 人 的 健
康，並有健壯的身心靈面對各
樣的挑戰。
5. 本 學 期 有 十 六 位 入 制 新 學 ，
求主賜褔及供應他/她們的

$889,735.58

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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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200
□$100 □其他: $
□ 本人憑信心按月奉獻以下款項
□$2000 □$1000 □$500 □$300 □$2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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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召神學院 代禱事項

神召神學院

表
中文部

姓名: (中)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

教牧裝備
道學碩士(M.Div)
神學學士(B.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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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事工高級證書(H.C.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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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部

查詢電話: 2691-1481 (黃小姐)

Master of Divinity (M.Div)
Master of Christian Ministry (M.C.M.)
查詢電話: 2691-1481 (Sylvia Lam)

延伸部

個人資料

需要。

教會領袖神學證書
查詢電話: 2691-1481 (陳先生)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cclesia Bible College」

自動轉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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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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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有關詳情可瀏覽 www.hk-ebc.edu
神召神學院 院訊
院董會成員：Rev.Gary Winsor(副主席)
潘文信牧師
楊學明牧師 梁舜安牧師
林暢輝牧師
劉惠蓮牧師 Rev.Jim Wood 鍾復安牧師
院長:張德明牧師 署理教務主任及署理英文部主任:黃漢輝博士
學生事務主任及註冊部主任：李天鈞博士
中文延伸部主任、實習主任及教關部主任：陳國恩先生
院訊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張德明院長 編輯及製作：譚錦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