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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明院長

十字架的道路

今年的受難節是三月廿九日，這是不好
受的「節日」，但背後卻深藏著重要的意
義，是我們立志委身事奉主的人不得不銘記
於心，反覆思量。
受難節標誌著耶穌基督為世人走上十字
架的道路。十字架標誌著主耶穌為成就救恩
而甘願受苦、受辱、受死；十字架亦標誌著
所有被主重用的人必須的心志。

是一條易路，無驚無險平安無事的被人抬上天堂，
那麼他大概並未有認認真真的跟從主。一個認真跟
從主、委身事奉主的人，必要有心理準備，面對前
面可能的種種壓力、試探、掙扎、挫折、攻擊、孤
單、眼淚……這是真正委身主的人必有的挑戰。
我們應當知道，這原是爭戰的道路，是逆流
而上的道路，是與撒但為敵的道路。就如經上所
記：「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
迫。」（提後3:12 )當我們越發委身跟從主、越發
被主使用，撒但就越要千方百計阻撓我們、攻擊我
們、拖垮我們。正如主耶穌所說：「撒但想要得著
你們，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路22:31）
即使起初滿腔熱誠立志跟從主，若缺乏為主受
苦的心志，最終也不敵撒但的攻擊，難以勝過種
種試探和壓力。為此，使徒彼得忠告我們：「基
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
器…。」（彼前4:1）
十字架的道路，是與主同死的路

主耶穌一再重申：「若有人要跟從我，
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路9:23）。又說：「凡不背著自己
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
（路14:27; 參太10:38）。
主耶穌很清楚的讓我們知道，跟從祂的
人，不僅是入神學院受幾年神學裝備，也不
僅是在教會圈子裡擔任幾份職務。主耶穌最
盼望見到的是，我們這班聲稱願跟從主的
人，真的願意為祂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還記得昔日在神召神學院接受裝備時，
先輩和眾學長曾鼓勵我們要培養「神召四
得」﹕(1) 挨得窮、(2) 吃得苦、(3) 受得氣、
(4) 作得工。先賢的提點，值得我們再思。
十字架的道路，是為主受苦的路
跟從主原不是一條易路。若有人以為這

十字架不僅僅是受苦的記號，更是受死的記
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就要願意與主同死。如保
羅所說：「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
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
上。」（加6:14）一切榮辱權貴，對已死的人是沒
有作用的。
事奉主的人若太計較個人榮辱得失，他還不認
識十字架的道路。因為已死的人已無動於個人名利
富貴，因他們已經與主同死！十字架的道路是捨己
的道路，是與主同死的道路。他們只有一件事，就
是看萬事如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受難節是記念耶穌為我們走上十字架的路。
耶穌說：「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太10:24）。故
此，若有人要跟從主，也當走上十字架的路。要有
為主受苦的心志作為兵器，才能得勝試探，勝過考
驗，打完當打的仗，走完當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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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 轉 生命的詮釋

路加福音的獨特復活敘述(24.13-35)：

黃漢輝博士

引言
在以馬忤斯路上兩個門徒遇上復活的主耶穌，在
他的啟悟之下，他們的生命便展開了一個一百八十度
的轉向。本來他們正在離開耶路撒冷，且面帶愁容
(24.17)，但在這個神聖的相遇之後，他們立刻起身，
毅然要返回耶路撒冷(24.33)。為甚麼這兩個門徒的
生命有這麼大的轉變？是甚麼原因使人的生命有所改
變？讓我們一起看路24.13-35，嘗試從中找出這個扭轉
生命之道。

經文
四卷福音書都跟隨馬可福音的復活敘述：在七日的
頭一日婦女們發現了耶穌的墳墓是空的(可16.1-8//太
28.1-8//路24.1-12//約20.1-10)。在空墳墓的敘述之後，
路加為他的讀者加上了自己的「獨特」材料(special
Lucan material)， 1 就是兩個門徒在往以馬忤斯路上遇
見復活的主耶穌。這個復活顯現的敘述不單是在四卷
福音中有關復活的顯現最長的敘述，同時，它也是路
加對耶穌的復活的重要解說，旨在對第一代的路加福
音讀者於耶穌的死上有所釋疑：若耶穌是救主、彌賽
亞(即基督)、主(路2.11)，為甚麼他要受苦和受死？

心意。在門徒的眼睛被打開之前，這兩位門徒 – 和
我們讀者 – 先要經歷一個「辨認」的過程，而這過程
始於路途中的對話(24.17-27)，直到坐席的完結作為整個
「辨認」的高峰(24.28-32)。

詮釋路途對話
耶穌以第三者身分主動插入兩個門徒的議論中，問
及他們正在談論的事。兩個門徒的傷痛可以在「他們就
站住」這個動作表現出來，並且態度十分凝重。其中一
個叫革流巴的門徒，對這位作為第三者的復活主耶穌所
提出的問題好像帶點責怪，因在他看來，這位第三者似
乎對耶路撒冷近日發生的重要大事一無所知。回答這位
第三者，門徒便道出他們所認識有關耶穌的事：「就是
拿撒勒人耶穌的事。他是個先知，在上帝和眾百姓面
前，說話行事都大有能力。祭司長們和我們的官長竟把
他解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但我們素來所盼望
要救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24.19下-21)。
這是兩位門徒對耶穌的(初步)理解，它讓我們知道門徒當
時如何看耶穌，和他們當時的反應/心情：

(1) 他 們 認 識 有 關 耶 穌 的 事 。 首 先 ， 耶 穌 來 自 拿 撒 勒

這段經文有一個很簡單的結構：
13
14-16
17-27
28-32
33-34
35

序言：從耶路撒冷前往以馬忤斯
近日事件
路途對話
坐席情景
結果：從以馬忤斯返回耶路撒冷
結束

詮釋序言
24.13告訴我們，在耶穌復活的同一天，有兩個門
徒正從耶路撒冷往一個名為以馬忤斯的村子去，路加
福音給其中一個門徒留下了名字，叫革流巴(24.18)。

(故稱拿撒勒人耶穌  路2.39)，他是一位先知，這
與耶穌在路加福音中講的第一篇講章中的自我理解
吻合(4.16ff.)，並且他在眾人和上帝面前行事有大
能。只是他不被祭司長和官長所接受，被他們押到
羅馬人那裡，被判釘十字架。
(2) 兩 位 門 徒 的 反 應 。 雖 然 他 們 對 有 關 耶 穌 的 事 十 分
熟悉，從他們的複述可知，這表達出他們最初對耶
穌的出現滿有期盼，但後來因著領導層對他的不
滿，並他最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他們對這位耶穌
的盼望也隨即一掃而空。耶穌的結局使他們失望，
因他既然死了，又如何可以救贖以色列民呢？！也
許，正是這個原因，兩位門徒便在耶穌死後離開耶
路撒冷，往別的地方去。

詮釋近日事件
這兩個門徒正在討論有關婦女們看見耶穌的墳墓是
空的，和她們聽到天使對她們說耶穌已經復活了的事
(24.22-4)。他們對近日所發生的事和婦女們的報告感到
十分不安。忽然間，復活的主耶穌在中途加入他們的
行列，與他們同行，只是他們卻認不出他來(24.16)。
「他們的眼睛模糊了」的原文指他們的眼睛被抓住，
他們的眼睛被一種力量所影響，這裡的動詞所用的被
動式可以指一種上帝的作為(divine passive)，以致門徒
在整個路途上都認不出復活的主耶穌來。
因此，門徒並不是沒有屬靈洞見，所以認不出復活的
主耶穌來，而是上帝的心意是如此。到了後來坐席的
時候(24.31)，門徒的眼睛才被打開 – 同樣也是被動式
– 整個與復活的主耶穌同行的過程背後都有 著上帝的

誠然，在路加福音中，耶穌作為先知的形象尤為突
出(7.16；9.8,19；另參7.39)，但這不是路加唯一要推介
給他的讀者的耶穌形象。對於路加來說，耶穌更是救
恩歷史的中心，並也是可與奧古斯督抗衡的救世主(參
2.11)。路加將先知這個稱號放在這兩個門徒的口中，為
的是要表達，當他們經歷了復活的主耶穌之後，這個對
耶穌的理解便會得到修正。路加透過復活的主耶穌向他
的讀者 – 但在敘述中的兩個門徒仍未明白，要到後來
擘餅的時候才醒悟過來(24.31-2) –作出了對希伯來聖經
的(新)詮釋(24.25-7)， 2 目的是要為(第一代)讀者消除疑
慮。他指出：基督的受苦是必須的，因為這是上帝的心

1.這是根據兩源假說而來的理解。此外，路加福音如其他

福音書一樣屬於匿名之作(anonymous work)，但依教會傳
統，仍繼續以路加來稱呼此福音書之作者，卻不代表其
身分指向。

2.本文以「希伯來聖經」來代替素常用的「舊約聖經」。復

活的主耶穌在24.44(及參24.27上)也是用希伯來聖經的分
段來向門徒作他的聖經詮釋。

意 (dei ) 。 3 換 句 話 說 ( 也 即 換 個 角度說)， 4 近日所發生
的一 切事都是按照希伯來聖經指著基督所說的話來一一
成就的。因此，耶穌作為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並不是如眼
前所見，是使人希望落空的最終失敗，而是一個新的開
始。

詮釋坐席情景
在「路途對話」一段中，路加藉著復活的主耶穌對
希伯來聖經的詮釋來解釋了基督為何要受苦、受死。緊
接著這個(新)詮釋，路加再以「坐席情景」這一段來指
出，雖然耶穌現在已經死了，但他仍在聖經宣講和聖餐
中與門徒相遇。
當兩個門徒將近到達村子，復活的主耶穌看似有意
繼續向前走(24.28下)。原文有「裝扮出來」的意思，可
以指到，復活的主耶穌有意圖地扮作要繼續往前走，以
增加兩位門徒需要辨識出復活的主耶穌的必要。兩個門
徒也作出了適切的反應，他們努力地留住了復活的主耶
穌和他們一起。到坐席的時候，復活的主耶穌「拿起餅
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這正是路加在耶穌與
門徒共進最後晚餐所用的字眼(22.19)，不難想像，路加
在這裡的描述多少也帶有主餐的向度。也就在這刻，兩
位門徒的眼睛被打開了，他們終能辨認出來，在路上與
他們前行，並在此刻與他們坐席的第三者，就是復活的
主耶穌。他們的「盲目」便終於被挪開了。復活的主耶
穌向兩個門徒作出的詮釋作用，終於在這時刻發生在門
徒的身上。
從以馬忤斯回耶路撒冷，兩個門徒在回望中才發
現，當復活的主耶穌向他們講解聖經的時候，他們的心
思意念已經被牽動著(24.31-2)。原初好像對近日在耶路
撒冷發生的事一無所知的第三者，後來竟成了門徒的(聖
經詮釋)老師，而兩位先前好像擁有最新消息的門徒，卻
在最後被修正他們原先所以為知道的。在這裡，路加將
對復活的主耶穌的辨認和聖經詮釋(特別是對希伯來聖經
的詮釋)拉上關係：認識耶穌，要有希伯來聖經作指引，
而遇上復活的主耶穌，這會調整原初對希伯來聖經的理
解；但同時，當從希伯來聖經中有新的領悟之後，它又
會帶來對復活的主耶穌有新的體會。用今日的字眼，這
是一個詮釋循環(hermeneutical circle)。
與復活的主耶穌相遇和辨認，為門徒帶來 的結果不
單是對復活的主耶穌認識多了，它更為兩位門徒帶來生
命的改變：在行徑上，本來他們正離開耶路撒冷，現在
他們要折回，往耶路撒冷去；在信息上，本來他們帶著
愁容和很多不解的問題上路，現在他們卻帶著火熱的心
和從復活的主那裡得來的詮釋的新視野 – 他們有信息
3.路加沒有告訴他的讀者 – 包括今日的我們 – 復活的主

耶穌和兩位門徒查考的是甚麼經文。但受苦的彌賽亞似乎
不屬於當時猶太人的彌賽亞期望之一，反之，這是跟隨基
督的人從經歷了被釘十字架和復活的主耶穌而來的啟示
(見Fitzmyer 1970，頁200及Johnson 1991，頁395-6)。
4.路加不一定以耶穌的死和復活作為詮釋希伯來聖經的鑰
匙，他指的是希伯來聖經 – 明顯地和先知性地 – 可以作
為基督徒經驗復活的主的基礎經文及解釋為何基督要如此
受苦和受死(Smith 1983，頁118)。

要宣傳。
回到耶路撒冷，兩位門徒找到十一個使徒及與他們
同在的人(24.33)，在他們還未講出他們遇見了復活的主
耶穌前，有人先告訴他們，復活的主耶穌已經顯給西門
看。這與林前15.1ff.內的名單吻合：復活的主耶穌向第
一個顯現的人就是磯法，即西門或彼得。

詮釋結束
這裡綜合了路加對以馬忤斯路上的理解，就是兩位
門徒遇見復活的主耶穌。也就是說，雖然地點、時間和
相 遇 內 容 不 同 ， 但 兩 位 走 在 以 馬 忤 斯 路 上 的 門 徒 和耶

路撒冷的使徒和眾門徒皆見證他們經歷了復活的主耶
穌的 顯 現 。 簡 言 之 ， 雖 然 耶 穌 受 難 和 受 死 ， 但 復 活 的
主耶穌與門徒「同在」。這個「同在」(presence)在路
加作品(Luke-Acts)中開始顯得重要，因為在書卷的層面
上，這母題將由路加福音過渡去使徒行傳；而在這與之
「同在」的主體上，將由復活的主耶穌過渡到聖靈(參路
24.28-9；徒1.4及1.8)。

結語
路加藉著以馬忤斯的敘述指出，耶穌作為受苦
的彌賽亞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並不是整個耶穌運動的
結束，因為這是出於上帝的心意(24.25-7；24.46；
參17.25)。現在，耶穌復活了，並且已經顯給西
門、使徒和門徒看，自此，就在聖餐和聖經的宣讀
中，門徒 – 包括後來的讀者 – 得以再次經歷這位
復活的主耶穌的同在。
此外，辨認復活的主耶穌是一個詮釋活動。因
著(兩位門徒)對某一種的彌賽亞期望的執著，帶來
(兩位門徒)對耶穌的死有某一種的理解，而這個執
著的彌賽亞期望乃來自對希伯來聖經的某種詮釋。
但當這個原初的詮釋在對話中得以被澄清、理解，
(一旦新的詮釋出現，)期望便不再一樣，甚至生命
從而也被改變。

總結
在以馬忤斯路上門徒遇見了復活的主耶穌，因
而他們經歷了一個詮釋的過程，從而也為他們帶來
生命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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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或沉迷 (Addiction) 是指一個長期
沉溺於某一種事物或活動中，這些事物
或活動可包括：藥物、飲酒、賭博等，
而這些過度沉迷的行為往往佔據了整個
人的生活，在工作、學習、社交及家庭
關係上造成嚴重影響。

林偉倫博士

認識成癮行為

美國精神病診斷及統計手冊 (DSMVI-TR)對各類成癮行為各自有一套診
斷標準。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學者Dr.
Shaffer (2012) 以「3C」概括了成癮特
點:
1. 強烈渴望(Craving)，甚至達到強迫行
為的程度。
2. 失去自制(Loss of Control)，雖然嘗
試但卻無法控制有關行為，並出現失控
感覺。
3. 不顧後果(Continued Act)，即使有
嚴重的負面後果(如影響身體或精神健
康、社交或家庭關係、工作或刑事責任
等)，仍然繼續。
濫藥與上癮
什麼是毒品上癮？
上癮的定義是指長期性的、故態復
萌的腦疾病，特別是指到強制性地尋找
或使用毒品，而不顧損害的後果。這被
視為腦疾病，正是因為毒品能改變人
的腦部神經 — 它改變腦部的結構和運
作。這些腦神經的改變，可以是長遠的
和導致有害的行為產生於那些濫用毒品
的人身上。
為何人們喜歡使用毒品？
簡單籠統的看法，人們開始使用毒
品有以下不同的原因：
1. 想感覺開心一點。
2. 想感覺好一些。
3. 想做得更好。
4. 好奇和「因為其他人也是這樣做」。
若使用毒品能使人感到好一些，那有什
麼問題呢？
首先，當用完了一些毒品或藥物之
後人們可能會意識到一些好像很正面的
反應。他們亦可能相信自己能夠控制濫
用毒品或藥物，可是，毒品卻能無聲無
色地，很快地控制了他們的生命。試想
一想，若一個應酬飲者喝醉了，還讓他
來駕駛車輛，很快地愉快的活動就會變
成對他或其他人的災難或悲劇。過了一
段時間，若濫用毒品的行為持續下去，
興奮的感覺會隨之而減少，到了這個時
候，濫用毒品的人必須要使用更多的毒
品來令他們感覺到「正常」。到了這一
個地步，濫用毒品者會不理會他對其所
愛的人或自己所帶來極大問题的後果，
而繼續尋求使用毒品。有些濫用毒品者

開始要使用更多的毒品或份量更重的
毒品來滿足他們興奮的感覺。
持續地濫用毒品是不是一種自願性的行
為？
在最初决定是否使用毒品時，大
多數都是自願的。但是，當濫用毒品
的行為開始失控時，人的自制能力就
會嚴重地被削弱。在研究濫用毒品上
癮者的腦部圖片時，顯示出腦部有所
變化的部份是在關鍵性的判斷上、決
策上、學習與記憶上和行為控制上。
科學家們相信這些腦部的改變影響了
腦部的運作，亦可能幫助解釋為何上
癮者會有一些強迫性和破壞性的行為
表現。
為什麼有些人會成為毒品上癮者，但有
些人卻不會？
就好像疾病一樣，不同的人對上
癮有不同的免疫力。總括來說，當高
危元素越多，濫用毒品和上癮的成數
就越大。「防衛性或保護性」的因素
能幫助減少上癮的形成。
有什麼元素決定一個人或會成為上癮
者？
沒有一個單獨的元素能夠決定一
個人或會成為毒品上癮者。大體上來
說，上癮者的高危元素是取決於或受
影響於個人生理上的構造，甚至能夠
受影響於性別、種族、他/她們的成長
過程和周圍的社會環境(例如：家庭狀
況、學校和鄰舍群體等。)
有什麼生理元素增加上癮的危機？
科學家估計四至六成的人對上癮
感到軟弱不能抗拒是基於基因遺傳的
因素，這包括基因的表現和功能受著
環境的影響。青少年和個別有精神問
題的人，在濫用毒品和上癮的危機上
顯著的比其他普通人士為高。
有什麼環境因素會增加上癮的危機？
1. 家庭與家人。
2. 同輩與學校。
還有什麼其他元素增加上癮的危機？
1. 早期使用。
2. 使用毒品的方法。
腦部由青少年繼續發展成熟至成人會經
過不同階段的轉變
在青少年人的腦部成熟過程中，
有一部位名叫前額葉皮質 (大腦處理
痛覺經驗的情緒和認知區域) 。這一
部份的腦功能是幫助我們去處理不同
的情況，作可靠的決定和幫助我們去
控制我們的情緒和慾望。事實上，這

是在青少年腦部成熟的過程中，佔有很重要的位
置。這過程是在持續進行及成長中。嘗試毒品或持
續地濫用，能增加這成熟過程的危害。所以，在腦
部正在發育成熟的同時使用毒品，對腦部的損害是
明顯的和有著長期性的影響。
上癮能夠成功地被治療嗎？
能夠。上癮是一種可以治療的疾病。在研究上
癮的科學上發現到有很多有效的濫用毒品的治療方
法，能夠幫助濫用毒品者停止再濫用毒品和回復以
往有成效的生活。
上癮能痊癒嗎？
上癮不須要成為終身監禁。就好像其他長期性
疾病，上癮亦能夠成功地被控制。治療能夠強化和
幫助上癮者的腦部和行為，對抗上癮帶來的強烈破
壞性，從而恢復他們在生活上的控制權。
濫用毒品復發是否表示治療失敗呢？
不是。在長期疾病的本質上來說，對濫用毒品
治療後復發，不但是有可能的，而且復發的比率亦
相等於那些知名的長期醫學疾病，例如：糖尿病、
高血壓和哮喘等。這些疾病都有身體上和行為上的
成份在內。要治療長期疾病，一定要包括改變那些
已根深蒂固的行為。復發，並不表示治療失敗。對
於那些上癮的病人來說，跌回再用毒品的行為，意
味著治療需要再加強一點或需要改善一下，又或者
需要交替式的治療方法。
什麼是基本的有效上癮治療？
研究顯示出行為與藥物(若有可能提供)的混合
治療，是最好的方法和對大部份病人確保成功的方
法。治療的方法一定要針對每一個病人用毒品的行
徑和與毒品有關的藥物、精神及所面對的社會問
題。
藥物如何幫助上癮治療？
不同的藥物在不同的治療階段有不同的幫助。
這些藥物治療能幫助病人停止濫用毒品，持續治療
和防止復發等。
1. 治療「典癮」過程。
2. 持續治療。
3. 防止復發。
行為治療師怎樣治療毒品上癮者？
行為治療幫助病人於濫用毒品的治療上，緩和
他們濫用毒品的行為和態度，增加他們對壓力環境
和情況的承載力，幫助他們有效地減低對毒品的渴
望程度和幫助他們脫離強迫性使用毒品的行為。再
者，行為治療能加強藥物治療的果效，兩者相輔相
成，能夠幫助病人持久地接受療程。
最好的治療計劃怎能幫助病人從根深蒂固的毒癮中康
復？
幫助一個上癮者停止濫用毒品，只是在漫長而
複雜的康復路途上的一個起步點。當一個人願意尋
求治療時，即意味著毒品上癮已操控了他的生活。
強制性地去尋找毒品、使用、和追尋用毒後的反應
和感覺，已把他清醒的每一分鐘控制著；而且，濫

用毒品成為他的唯一目標，失去了所有以前曾經享
受去做事情的興趣。在他們的家庭裡、工作上和社
區裡都造成了破壞性的混亂，促使他們陷入更嚴重
的疾病困苦中。正因為上癮帶來人生活上許多的影
響，治療計劃就一定要針對全人的需要才能成功。
所以，最好的治療計劃是一定包含了多元化的康復
服務，而且是廣泛綜合的計劃。治療輔導員會從這
個多元化的服務餐單中，選取個別病人的需要，去
處理他們在醫療上、心理精神上、社會上、工作上
和法律上的需要，幫助及促進他們在上癮的治療上
得到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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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ion
Ceremony
畢 典禮
業

第61次畢業典禮已於2012年12月2日舉行，感謝各嘉賓、院董、校友及親友的
參與，給予這十位畢業同學祝賀、勸勉及鼓勵。求主繼續施恩，保守各畢業同學的
前路及事奉。

學院近況

1. 馬建明牧師於2012年12月7日應學院邀請了在
月會中分享介紹「孵化箱事工」。
2. 恭賀黃漢輝博士伉儷在2012年12月15日新添一
名小女孩，名為黃衍真，本院在此恭賀黃博士
一家，願主的恩典保守孩子的成長。

3. 2月1日的2月月會，
學院邀請了梁林天慧
博士分享有關聖經翻
譯事工的概況。

4. 3月1日的3月月會，學
院邀請了何志滌牧師作
月會講員，分享題目為
「從開荒到成長：同褔
堂成長經驗分享」。

5. 五旬宗研究講座：「路加對聖靈浸的解讀—五
旬宗的向度」已於3月11日完滿結束，當日講座
由孟保羅博士主講，張略博士作回應，與會者約
有七十多位。

6.「東方閃電最新近況」講座，已
於3月15日舉行，感謝講員羅錫為
牧師、呂必強牧師和甄浩業牧師
作分享嘉賓。

7. 神召會康樂
中學的師生於
3月20日到學院
參觀及認識神
學教育。

神召神學院 財政報告
2013年1月至2月收支表
收入
課程收入
應收未收賬項
教會奉獻
神召之友奉獻
個人奉獻
英文延伸部
中文延伸部
總收入

$307,061.82
$158,543.46
$119,128.60
$17,400.00
$9,700.00
$6,950.00
$2,480.00
$621,263.88

10.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已於4月5日在本院頒發「百年
樹人神學助學金」予黎紫婷同學，在此本院由衷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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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150.00
$56,045.87
$12,916.94
$2,400.00
$58.50
$418,571.31

11.潘文信牧師已於4月辭去院董職務，感謝他對學院一
直在教學與院務上的支持。

結餘

$202,692.57

8. 2013年本院開放日已於3月23日舉行，求主引領有呼召
作事奉者到學院接受裝備。
9. 4月5日學院邀請了陳永生校長作月會講員，分享有關
基督教信仰及學校教育的整合。

學生消息
1. 鄭佩思同學已於2012年12月11
日順利誕下女兒，取名樂陶。
2. 何進展同
學的太太已
於2013年1月
4日順利誕下
女兒，取名語
攸。
3. 李炳輝同學的太太已
於 2013年 3 月 1 0 日 順 利
誕下男嬰，母子平安。

本院在此恭賀以上三位同學及其家人，願主的
恩典保守每位孩子的成長。
4. 許琳茵同學的袓父於3月16日離世，享年94歲，
求主安慰許同學及其家人。
5. 校友(81年)李國精牧師的先慈陳義妹女士於
3月主懷安息，求主安慰李牧師及家人。
6. 校友(86年)楊學明牧師的先慈楊朱嬌女士於4
月6日主懷安息，求主安慰楊牧師及家人。

神召神學院 代禱事項
1. 前院長蔡宗鴻牧師於澳洲病危，請
為蔡牧師及其一家代禱。
2. 陳國恩老師的岳母已於2月22日主
懷安息，願主的安慰臨到於陳老師
一家。
3. 請為5月份開展的中文延伸課程禱
告。
4. 神 召 神 學 院 前 老 師 陳 鄭 汝 鏈 在
加拿大息勞歸主，願主的安慰臨到
她的家人。
5. 請為學院收生事宜禱告，求主大大
感動有心志的弟兄姊妹進入本院接
受神學裝備。
6. 求主幫助學院上下各人，繼續有健
壯的身心靈面對各樣的挑戰。
7. 為校友會成功註冊為非牟利有限公
司感恩，請繼續為校友會禱告。

二零一三年一月至二月份 徵信錄
教會及機構奉獻
HK$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70,000.00
神召會禮拜堂
$14,000.00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
$10,000.00
五旬節聖潔會盧亨利紀念堂 $8,000.00
神召會屯門堂
$5,140.00
神召會聖光堂
$4,000.00
中華基督教會基愛堂
$2,988.60
神召會友愛堂
$2,000.00
新界神召會屯門堂
$2,000.00
新界神召會屏山堂
$1,000.00
$119,128.60
合計
個人奉獻
黎嘉玲
無名氏
何諾珩
Chow Hon Ping
Ng Woon Tai
鄺德勝
伍偉基
合計

神召之友
陳綺玲
黃濟宇
陳銘恆
梁家豪
阮卓輝
郭偉傑
張德明
無名氏
陳銘珊夫婦
陳鎮全
胡滿輝
張嬌
合計

HK$
$3,000.00
$2,400.00
$1,900.00
$1,200.00
$600.00
$500.00
$100.00
$9,700.00

$2,400.00
$2,400.00
$2,000.00
$1,5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圖書館奉獻
Lung Wai Lun Vivian
合計

羅月娥
黃就明
方慧儀
鄔明輝
郭梁麗賢
鄭懿君
溫鳳鳴
蕭偉棠
李明寶夫婦
唐潔玲
王悅容
鍾來娣

$500.00
$400.00
$4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17,400.00

HK$
$600.00
$600.00

神學生助學金
HK$
e-Auw.com Management $400.00
合計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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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中文部

查詢電話: 2691-1481 (黃小姐)

英文部

姓名: (中)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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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部

個人資料

教牧裝備
道學碩士(M.Div)
信徒領袖裝備
神學學士(B.Th)
五旬宗研究碩士(M.P.C.S.)
教牧持續進修
基督教事工碩士(M.C.M.)
教牧學博士(D.Min)
基督教事工副學士(A.C.M)
道學碩士 (M.Div)
基督教領袖訓練高級證書(H.C.C.M)
教牧學碩士(M.M.)
五旬宗研究文憑/高等文憑

教會領袖神學證書
查詢電話: 2691-1481 (陳先生)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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