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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思 同 性婚婚姻姻

林偉倫博士
輔導主任

全球近年掀起同
性婚姻合法化浪

Ecclesia Bible College

潮，英國亦於最近
通過了相關法例。
英國的三間主要字典出版商牛津
(Oxford)、麥克米倫(Macmillan)與科林
斯(Collins)，在網上版字典修改「婚姻」
一詞的定義，並賦予「婚姻」(marriage)
新的定義，結合的二人不再限於一男
一女，並且解除性別限制。有出版商表
示，更新定義僅反映語言應用上的改
變，而非要回應法律上的變動。
麥克米倫為英國首部改變婚姻定義的
字典，其新釋義加上「或由一段同性伴侶
組成的類似關係」；科林斯字典對婚姻的
定義，更新為「由兩個人一起生活而組成
的合法結合或契約」；牛津字典的婚姻新
解釋則加上「兩個人締結婚姻的關係」。
牛津舊釋：「結為丈夫及妻子的狀況」
牛津新釋：在原有釋義中加上「兩個人締結婚姻的關係」，並附註「有
時這詞會用於形容一對同性伴侶的長久關係」
麥克米倫舊釋：「由兩個人分別為丈夫及妻子組成的關係」
麥克米倫新釋：在原有釋義加上「或一段由同性伴侶組成的類似關係」
科林斯舊釋：「一男一女以丈夫及妻子的身份共同生活，組成合法結合
或契約」
科林斯新釋：「由兩個人一起生活而組成的合法結合或契約」
同性別的男士或女士，也可以舉行結婚儀式嗎?同時會被國家或地區視為
合法的婚姻嗎?多年來似乎沒有其他議題比這個更能誘發民眾的爭議。雖然
已有少數國家立法承認同性婚姻，但若然普及化成為事實，這會對傳統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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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帶來極大的衝擊，這也可能會導致婚姻傳統

men and women of full age、法語：a partir de

的淪陷，因而引起情緒上的不安甚致可能帶來

l'âge nubile, l'homme et la femme），不受種

家庭角式的混淆，從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情緒焦

族、國籍和宗教之限制，皆有權結婚與建立家

慮。這就是當下同性婚姻在世界各地所浮現的

庭；（2）只有在將成為「男女雙方」（官方原

實況，包括香港在內。

文，根據英文或法文，此處為「配偶」）當事
人的自由且完全之同意下（英語：with the free

從心理學看時代、文化與觀念的轉變

and full consent of the intending spouses、

在探討同性婚姻之前，讓我們先從心理學角

法語：avec le libre et plein consentement des

度來看時代、文化與觀念的轉變。同性婚姻是

futurs époux. ），才能締結婚姻」。但聯合國

由同性戀衍生出來的副產品，所以我們先要了

官方中文版的國際人權宣言將第（2）項的「配

解一些同性戀的演變過程，才能夠更明白今天

偶」譯為「男女雙方」，因此有反對的人士以此

的同性婚姻浪潮。精神心理科從1869年開始以

作為婚姻只限於「一男一女」之結合，而將同性

homosexual(同性戀)這個醫學名詞來界定同性

婚姻排除於人權的範圍之外。支持同性婚姻人士

相戀的行為。1952年的美國精神醫學診斷統計

認為英文版本中第一條的「男人和女人」並無限

手冊(DSM)第一版(DSM-I)將同性戀homosexual

定「一」男「一」女，並且在第二條中僅使用

列為社會病態人格中的性變態；1968年第二版

意義模糊的「伴侶」（英語： spouses、法語：

(DSM-II)將同性戀列為性格異常中的性變態；

époux）以此，據此認為是為跨越「一男一女」

1973-1974年經同性戀者不斷抗議與辯論，醫

結合提供替代解釋的空間。

界終於不再視同性戀為精神疾病，只是所謂的
「性傾向偏差」；1980年的第三版(DSM-III)更

再思同性婚姻

進一步排除「性傾向偏差」的觀念，除非同性

若從對與錯的出發點來探討同性婚姻，很可

戀者本身無法接受和認同自己是同性戀並且想

能會把個人的主觀意見變成其他人的爭論話題，

要改變，才被歸類為心性障礙的「自厭性同性

這是不必要的。從另一個角度去探討男女雙方在

戀」；在1994年第四版(DSM-IV)，也是目前使

婚姻和組成家庭的過程中，若能成熟理性地及以

用的精神醫學的診斷統計手冊中已經看不到同

平等的地位來相互尊重，以彼此學習的溝通技巧

性戀的字眼了，只有當患者對自己的性傾向感

來避免婚姻與家庭的暴力行為，務求能促進與保

到持續而顯著的痛苦時，才列為性疾患的分類

障家庭的幸福，似乎這有助於我們去檢視婚姻和

下。從不同時期的精神醫學的診斷統計手冊可

家庭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以反映出同性戀診斷觀念的改變，以目前的醫
學和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同性戀只是個人性傾

傳統的家庭是包括了父母和子女，這個傳統

向的不同，若自己能接納和認同就不是病態，

的平衡觀念在同性婚姻上帶來了衝擊與不平衡。

同性戀者和一般人無異。

很多同性婚姻的家庭是没有子女的，若要子女，
其中的辦法就是以領養、借助人工受孕或代母的

同性婚姻是基本人權嗎?

方式來進行；這些方法個别都會引起很多社會道

至於同性婚姻是否是一項基本人權，不同

德、個人成長及家庭和諧的問題。在這裡暫且不

立場的人士對此持不同的觀點。1948年，聯合

提社會道德上的問題，只單從個人成長這個問題

國大會在巴黎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其中第十六

着手。

條規定，「（1）成年的男人和女人（英語：

從個人成長的層面看，生長在同性婚姻家
庭中的孩子，可能没有機會面對和經歷傳統婚
姻家庭父母的清楚角式，以致出現性別混亂的
危機。心理學家艾瑞克遜Erik Erikson的生命八
個階段，由第一至第五個階段的成長，異性父
母都扮演着很重要的不同性别的角式。從第一
個階段嬰兒期的信任（0-1歲）開始，小孩就與
異性父母建立着重要的關係，第二個階段幼年
（1-3歲）模仿異性父母的不同行為模式從而學
習自我控制。第三個階段的童年早期（3-6歲)
，開始學習認同，從家庭的關係上學習不同性
别的認同，開始對自己具有自信心、進取心。
第四個階段是童年中期（6-12歲），由於異性
父母角式定位清晰，兒童能勝任於處理自己性
别上的事情從而獲得學習能力，不單在家庭有
成就感，這成就感開始延伸至學校的學習。第
五個階段是踏入青春期（13-20歲）的階段，從
以上四個階段的正面發展，兒童的自我認同能
力及認知亦得到成熟的建立，為青少年日後的
成長帶來強烈的團體歸屬感，能為將來作好的
準備和計劃。
反過來說，若没有異性父母的平衡家庭，
同性婚姻的家庭在孩子成長的不同階段上會帶
來了一些負面的衝擊，例如：在成長的過程中
產生的不信任、羞怯、懷疑、內疚感、自卑和
角色混淆等等心理上的障礙。兒童是社會未來
的 主 人 翁 ， 若 他 們 能 健 康 的 成 長 和 能 夠 避免一
些在成長上不必要的障礙，那麽，未來的社會
就會變得更理想和踏實，人的心理亦會變得更
健康。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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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與功夫
–五旬節派成聖觀的反思與延伸
李天鈞 博 士

上世紀的五旬節運動開始時，因有著

定義是什麼？言及成聖時是否代表能達到完全

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及聖潔運動的

（perfection）的地步而沒有犯罪的可能，或

神學傳統為根源，故追求聖潔（holiness）

只是可以活出不犯罪的生活？其次，甚麼才是

及邁向成聖（sanctification）等主題及實

犯罪？即思想上只限有意或連無心也算，或只

踐便成為了五旬節運動並其神學內的主要

在行動出來的才是？成聖的表現除了不犯罪，

元素。

1

在成聖的理解方面，早期五旬節

有沒有其他更積極的表現或內涵？如以愛的表

運動主要發展出兩大方向，一是對聖靈浸

現或讓上帝得榮耀去走近上帝是否作為成聖可

的理解中，整合了衛斯理神學傳统中成聖

見的標準？成聖是需「用功夫」去努力持守或

的經驗（作為一個轉捩點或決定性crisis

只能靠「聖潔」的聖靈所賜的恩典而帶來？

3

的經驗 ），並凱西克（Keswick）運動中
聖靈浸作為帶來得力事奉的理解，從而建

值得留意並有趣的是，在約翰衛斯理的神

立出歸信、成聖及得力的三步理論。二是

學傳統，成聖是得救後的一個後繼經驗。這經

由德倫（William Durham）對基督十字

驗不單被五旬節派神學所挪用及轉化，發展出

架於各各他已完成一切（finished work

其對聖靈浸教義的理解，並由此而形成二步或

of Calvary）的理解（包括帶來成聖的恩

三步的理論系統，更影响二步與三步的理論各

典），因而建立信徒一方面正在朝向成聖

自對成聖經驗的理解，及這理解與聖靈浸是

的完成中而不需有另一次後繼經驗，另一

否有次序性的關係上引來爭論。4 可是，若是

方面又經歷歸信與作為後繼經驗的聖靈浸

以約翰衛斯理的神學作為根據，其實爭論雙

這二步的理論。這不同的理解，帶來了聖

方對成聖的理解，並非沒有協調的空間。衛

靈浸前成聖是否作為必要條件的爭論，亦

斯理的神學主要在得救確據並聖靈內證的尋

引來對成聖經歷內容的分歧，就是應為頃

求及經驗中形成，衛氏言行中對聖潔的追求也

刻的一次經驗或是需要一生努力或下功夫

是其神學不可或缺的元素。這樣，成聖的理解

2

去完成的進程。 在五旬節運動的群體中，

除了作為一個時刻（moment）的經驗，這經

「成聖」這課題可說是第一個在教義上的

驗帶來內心潔淨並以「全然」（entire）成聖

爭論，甚至帶來分裂，這爭論也延伸至幾

為結果，當中的理解亦包括這是聖靈在個體上

個問題需要再作詳細澄清，例如：成聖的

工作的恩典、並成聖經驗的前後是連結著在聖

1 Donald Dayton, Theological Roots of Pentecostalism
(Metuchen: Hendrickson, 1996), 35-84.
2 Anne. E. Dyer, “Introduction: Holiness in the Eyes
of Pentecostals and Charismatic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Pentecostal and Charismatic Studies : A
Reader (London: SCM, 2004), 127-128. 另Stanley M.
Horton, “The Pentecostal Perspective” in Five Views
on Sanctiﬁca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6),
106-107.

3 Anne. E. Dyer, “Introduction: Holiness in the Eyes of
Pentecostals and Charismatic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129-131. 另R. Hollis Gause, “Pentecostal
Understanding of Sanctification from a Pentecost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entecostal Theology 18 (2009),
95-97 及Walter J. Hollenweger, The Pentecostals (Peabody:
Hendrickson, 1972), 325-330.
4 Melvin E. Dieter, “The Wesleyan Perspective” in Five
Views on Sanctiﬁca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6),
43-45.

潔中成長，更重要的是全然成聖的經驗是需

大迴響，包括巴咸（Charles Parham）對其

要繼續培育及維持下去，否則是有失去的可

作出請求上帝取德倫性命的禱告，及德倫離

能。因此，衛斯理對成聖的看法是兼具頃刻

世後其理論被跟隨者極端地發展出「一位」

的一次經驗及一個努力去完成的進程。

5

那

（Oneness）或「唯獨耶穌」（Jesus only）

衛氏對全然成聖或基督徒的完全又是怎樣理

論，更與傳統的「三位一體」學說帶來爭

解呢？對他而言，基督徒的全然成聖並非沒

論，並引至神召會內部的分裂。8 在以德倫的

有犯罪或不受誘惑，其完全亦不是逃過無知

理論作框架，神召會的成聖觀是包括有信主

與犯錯。在1760年出版關於基督徒完全的著

時經歷離罪的一刻經驗，亦有依靠聖靈以漸

作中，衛氏形容成聖的經驗可稱為「聖靈的

進地活出聖靈果子及跟隨上帝話語的生命，

充滿」（filling with the Holy Ghost），其

信徒的角色就是以回應並順服的功夫去邁向

中的經歷是對上帝及人的關係上有著完全的

成聖及完全。在神召會的理解中，信徒在此

愛，並在道德上純潔。

6

生並不能達到完全，只是可以在遇到試探時
不犯罪，並專心作上帝心意的事。9 可見，

無論二步或三步的理論，均認為「成

五旬節派的成聖觀在套用中國哲學的用詞，

聖」是上帝的救贖工作或恩典的一個部分，

是「境界」與「功夫」並重的，即既有著重

如提出基督已完成或由聖靈的大能而來。那

於交代要呈現的目標及存在狀態，也著重討

麼信徒的角色與參與又在那方面？誠然，除

論怎樣達到這目標及存在狀態的進程，是本

了上帝作為成聖的施予及發動者，即成聖並

體 、 功 夫 不 二 的 「 境 界 功 夫 論 」 。 10

非由人的善工可以完全帶來，在信徒層面上
又並非只是消極地等待完成，甚至視為另一

五旬節派內對成聖的理解是持續更新著

「廉價恩典」而不需要理會。因為這兩套理

的，例如三步理論後出現德倫的二步理解便

論在成聖的看法上也有強調成聖是作為一進

是一例。神召會在接納德倫的二步理解並經

程，需要努力去完成，即需要下功夫才能邁

多年討論後，於1961年取消了第九條成聖

向，而並非信徒領受聖靈那一刻的成聖經驗

教義中傾向三步理解的「全然」一字的使用

便完工，亦非在基督十字架完成事工的那一

也 是 一 例 。 11 所 以 ， 五 旬 節 派 的 成 聖 觀 是 可

刻便進到完全的地步。舉神召會接納的二步

繼續發展及被豐富，而對於這理論的延伸，

理論為例，因著三步理論在聖經根據及信徒

有兩方面是值得發展的：一方面是更多嘗試

實際在成聖與聖靈浸發生次序的經驗上都帶

與不同的宗派作對話以擴闊及更新本有的理

來疑問，故1910年德倫便提出了「各各他

解，如與東正教的神學作對話，特別是東正

的完成工作」的看法。這理論指出，信徒

教 神 學 中 成 神 （T h e o s i s ； D e i f i c a t i o n ） 的 理

在經歷基督的救恩時，是有著成聖的元素

解，一方面既能將本身的傳统連結於更廣闊

作為一部分，其中包括信徒因著基督而被

8 Stanley M. Horton, “The Pentecostal Perspective”, 107110. 在巴咸的禱告六個月後，德倫離世。
9 Stanley M. Horton, “The Pentecostal Perspective”, 115128.
10「境界功夫論」取材於對中國儒家哲學的研究與論
述，就是在強調「性善」作本體的論述，如孟子、朱
熹至王陽明的主流學說中，可見在討論這些本體或境
界時，亦不忘有功夫論的提出。杜保瑞著：〈功夫．
境界．世界觀〉，《普門雜誌》206（1996），頁
82-85。另參杜保瑞著：《功夫理論與境界哲學》（北
京：華文，1999）。「境界學說」可說出自近代文學
批評者王國維的《人間詞話》（1908-09）。
11 William W. Menzies, “Non-Wesley Pentecostalism:
A Tradition “The Finished Work”,” Asian Journal of
Pentecostal Studies14.2 (2011):196-197. 另Anne. E.
D y e r, “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 H o l i n e s s i n t h e E y e s o f
Pentecostals and Charismatic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129.

洗淨並成為新的創造、罪性已與基督同釘十
字架、基督的義進來，透過與基督的關係令
這義得以在生活中表達出來，因而不需有另
一次關於成聖的恩典賜下。信徒要作的是居
於基督之內，接受並行於聖靈之中，在恩典
與基督的知識下成長。7 德倫的理論帶來很
5 Stephen Skuce, “Wesleyan Pneumatology: Wesley and
the Holy Spirit,”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Pentecostal
Theological Association 32.1 (2012): 15-19.
6 Stephen Skuce, “Wesleyan Pneumatology: Wesley
and the Holy Spirit”, 19. 另Hollis Gause, “Pentecostal
Understanding of Sanctification from a Pentecostal
Perspective”, 96-97
7 Stanley M. Horton, “The Pentecostal Perspective”, 107.

的基督宗教傳统，包括認同於大家都是有著類
似的屬靈經驗、皆著重參與（participate）上
帝之中並活於及相似於基督，強調生命轉化這
進程的理解等，另一方面亦能以東正教神學的
資源去豐富對成聖的理解，尤其是對成聖的
「功夫」及「境界」整合方面有所提醒，例如

出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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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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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東正教以可見的聖禮去展現參與基督的經驗，
將崇拜的神學連於信仰的實踐，並能提供一套
成神／聖於「本體論」（ontology）的理解，
不只是單純作為實踐或得著經驗的向度。

12

另一值得發展的方面就是在實踐的反省之
中，在實踐邁向成聖時，都有不少情況是發展
成為律法主義的傾向，特別是集中於個人化或
行為化上，例如在強調與世俗社會分離的論調
下，便有不化妝、不愛世俗之物、不看戲及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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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娛樂等要求，但對於體制的聖潔、群體的聖
潔、及社會的聖潔卻缺乏關注，或建立出理論
並 具 體 的 實 踐 。 13 這 樣 ， 在 追 求 聖 潔 的 過 程
中，過分單單強調於個人離罪的關注只會越有
「離世」的回應，對參與及服事世界的實踐必
然有所影响。若要改變這情況，就需要發展於
將成聖的關注延伸至處理文化與社會的議題
上，特別是連結於社會的解放與轉化方面，即
由追求個人的聖潔擴展至追求社會制度及回應
文化的聖潔，由個人生命的轉化擴展至文化與
社會層面的轉化。因為只有文化與社會有所轉
化，生活於其中的個人甚至教會群體，才能有
更好的處境去追求聖潔並活出合乎基督價值
的 人 生 。 14

而面對今天世俗社會及政治的境

況，教會更需要將體制的聖潔、群體的聖潔、
及社會的聖潔帶入社會，因為「黑暗才需要
光」，讓信徒以基督的話語及聖靈的大能所組
成的教會，進入裂縫之中，帶出不同性並產生
轉化。

15

12 Edmund J. Rybarczyk, Beyond Salvation: Eastern
Orthodoxy and Classical Pentecostalism on Becoming
Like Christ (Eugene: Wipf &Stock, 204), 2-24, 349-353.
13 Lee Roy Martin, “Introduction” in A Future for Holiness:
Pentecostal Explorations (Tennessee: CPT, 2013), 2. 及
Stanley M. Horton, “The Pentecostal Perspective”, 111.
14 James H. Cone, “Sanctification and Liberation in
the Black Religious Tradition” in Sanctiﬁcation and
Liberation (Nashville: Abingdon, 1981), 174-192.
15 Wilfredo De Jesús, In the Gap: What Happens
When God's People Stand Strong (Springfield:
Inﬂuence Resources, 2014).

優 惠 價 H K $ 1 9 8 ( 郵 費 HK$50)，歡迎教會或
個人親臨本院購買或郵購，查詢電話26911481
黃小姐洽。

永遠懷念
我們尊敬的院長

蔡宗鴻牧師生平

學大樓，至1988年竣工。

【1930–2014】

歷代同工艱苦經營，屢見

在學院事奉三十五年，與
神恩浩瀚，見證多屆神學

蔡宗鴻牧師，1930年6月2日生於香港，飽歷

生從入學院受造就，以至

二次大戰之洗禮。祖父原是西關殷商，父親畢業

畢業後在世界各地不同崗位事奉，在主廣大

於上海交通大學工程系，國難當前，負責滇緬公

的禾場中，忠心作神的僕人。1989年榮休，

路之修建。母親為婦產科護士，日本侵華期間，

並獲神召神學院榮譽院長之銜。

協助搶救受傷同胞。生逢亂世，幼年隨家人逃
難，自廣州、肇慶、澳門、湛江、至越南海防等
地，過着漂泊的生活，有一次差點中彈，幸得上
帝保守。更因家庭變故，從小與父親分離，與母
親相依為命，生活艱苦。惟自幼聰穎好學，過目
不忘，努力上進，名列前茅。11歲重病命危，蒙
上帝奇蹟醫治後信主，17歲受教會牧者推薦，於
廣州怡樂村獻身事主，為神召聖經學院首批畢業

擴建教學大樓感恩奉獻、蔡院長榮休並委任榮譽院長

生。
除了從事神學教育之外，事奉六十餘載
以來，蔡牧師參與牧養教會及福音廣播等多
項事工，兼任香港基督教佈道中心顧問牧
師、基督教天恩會顧問牧師、耀中教育機構
董事、福音証主協會董事、China Radio 福
音節目主持等。蔡牧師亦參與在瑞士洛桑及
荷蘭亞姆斯特丹舉行之葛培理佈道團世界宣
教會議，積極推動福音廣傳和教會合一的異
象。曾多次應邀主領培靈佈道聚會、研經課
程及專題神學講座，足跡遍及美加、澳紐、
怡樂村時期聖經學院男同學合影

星馬、歐洲、台灣等地。移民澳洲後仍事奉
不輟，擔任阿德萊德澳亞基督教會主任牧

後獲創校院長馬理信牧師邀請留校任教，經歷

師、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澳洲分會榮譽顧問、

學院的廣州、長洲、及沙田時期，與歷任院長馬理

昆士蘭聖經學院客座講師等。除應邀前往

信牧師、巴爾德牧師、高福民牧師、並陳玉玲老

世界各地領會外，亦在悉尼、墨爾本、坎培

師、陳偉崑老師等共事多年。在學院擔任講師、教

拉、布里斯本等多個澳洲城市的教會主領聚

務長等職務，1976年獲委任為首位華人院長，經

會。2014年8月22日，蔡牧師在布里斯本被

懇切禱告後接受重任。蔡牧師自50年代起，多次

父神接返天家，隨着蔡甄雅貞師母感恩讚美

遠赴美加深造，畢業於加東五旬宗聖經學院 (即現

的歌聲和禱告，並由兒女陪伴，歡然離世。

Master＇s College and Seminary 前身) 及美國西

留院期間，牧師與師母慶祝結婚周年，並

北大學，及後榮獲神道學博士學位。1983年致力學

逐一按手祝福家人，共守聖餐，情景溫馨感

院改四年制，頒授學士學位，同年更名為神召神學

人。在此憶述蔡牧師的生平，共同見證神的

院。因學生人數增多，翌年籌備於沙田院址擴建教

恩 典 及 奇 妙 作 為 ， 願 榮 耀 歸 與 主 名。

蔡宗鴻牧師勵語嘉言
在世風日下的時代中，謹慎你的行事；
在瞬息萬變的局勢下，堅定你的立場；
在洪潮巨浪的沖擊中，站穩你的腳步；
在左道旁門的威脅下，持定你的教訓；
在莊稼充盈的田園中，加緊你的工作；
在艱苦惡劣的境遇下，克盡你的職分。
此乃蔡宗鴻牧師生前對同學之勵言，原載於《神召聖經學院1979第廿九屆畢業特刊》

永遠懷念
我們尊敬的院長

我們所敬愛的蔡宗鴻牧師，是香港神召聖經學院首屆
（1950）畢業生，亦是神召聖經學院首任華人院長，
並帶領聖經學院轉制到神學院。蔡牧師一生事主，在本
院服侍近三十年，擔任院長十三年之久(1976-1989)，為學院建立了不少
功績，為學院的發展，寫下光輝的一頁。
蔡牧師是我所最敬愛的神召恩師，昔日我在學院潛修學道，幸得蔡牧師的教導、關懷、指導
和勉勵，每每重燃我委身的熱忱。他的辭世，令我等深感難過、痛惜。
沒有蔡宗鴻牧師，就沒有今日一代神召領袖。昔日被蔡牧師提攜過、鼓勵過、教導過、牧養
過、栽培過的學子們，許多今天已經成為獨當一面的教會翹楚。卻為他在我們生命中留下的
恩情和牧長典範而感激不盡。蔡院長彬彬有禮的風度，為父為僕的心腸，深深刻在我們的記
憶中。
蔡院長為學院承受許多的壓力，上至籌募經費，羅致人才，下至教學行政，領導管理，甚至
一草一木，無不悉力以赴。在學院經濟極拮据之際，他仍寸步不移。他為學院的需要四出奔
波；並且遇難而上，為提升學院的水平而不辭勞苦。在任期間，他成功將三年文憑制的神召
聖經學院，升格為四年制學位課程的神召神學院。蔡牧師又為學院擴建而盡心竭力，並成功
興建新教學大樓。他對學院的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績。當年我還是年青，並未完全明白當中
的艱難。如今接過棒來，才懂得這一切得來不易。
蔡牧師一生事主，絕對不是為了五斗米糧，也不是為世俗名利，更不是為了討好世人。只是
為了上帝的感召，為了天國的未來。願上主悅納祂忠心僕人一生的奉獻，親自報答蔡牧師和
他的一家的付出。願一切榮耀歸予創始成終的上帝！
張德明

學院近況

1. 於9月5日午膳舉行中秋節的慶祝活動。
2. 本學年第一次禁食禱告會已於9月26日舉行，是次
聚會是由校牧劉惠蓮牧師主領。

7. 11月月會，學院邀請了牧愛會總幹事楊學明牧
師於11月14日分享監獄事工。
8. 教 牧 領 袖 專 題 講 座 「 五 旬 宗 釋 經 講 道 與 靈 命
塑造」：訂於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早上十時舉
行。歡迎報名參加，費用全免。

3. 10月3日舉行「講道工作坊」，分享講員為文展圖牧師。

9. 「神召會百周年慶典-香港」已於11月23日
舉行，大會以靈火、使命、傳承作慶典主題，
並邀請了美國神召會會長胡壯志牧師
(Rev. George Wood)，於早上聯合崇拜和下午的
青年特會分享。

學生及校友消息
1. 恭賀翟寶玲校友(MPCS05)於10月5日按立為
牧師。
4. 香港新葡萄基督使工創辦人蕭芷馨牧師於10
月10日分享其事工。

2. 恭賀林毅敏校友(BTh.08)於11月9日新婚之喜。
3. 恭賀梁宇生同學於10月19日按立為牧師。
4. 恭賀伍尚森同學於11月16日按立為牧師。

5. 恭賀林佳雄同學和太太弄瓦之喜。
5. 異象分享籌款餐會已於10月14日在逸東酒店舉行，
感謝主!在是次分享會，院長報告和瞻望學院服事的方向，
並得到學院同行者的支持。

二零一四年一月至十月份 徵信錄
教會及機構奉獻

HK$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
$84,000.00
神召會禮拜堂
$81,440.00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70,000.00
竹園區神召會大埔堂
$45,000.00
五旬節聖潔會盧亨利紀念堂 $30,000.00
竹園區神召會竹園堂及坑口堂 $24,000.00
神召會聖光堂
$20,000.00
神召會友愛堂
$20,000.00
神召會石硤尾堂
$17,428.50
新界神召會元朗堂
$15,000.00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
$12,800.00
竹園區神召會高山堂
$10,000.00
基督教九龍五旬節會佐敦堂 $6,000.00
Alpha Steel Ltd
$5,600.00
神召會屯門堂
$5,000.00
The HK Japa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5,000.00
五旬節聖潔會荃灣堂
$3,600.00
五旬節聖潔會靈恩堂
$2,150.00
竹園區神召會秀茂坪堂
$1,926.00
新界神召會屏山堂
$1,200.00
基督教迦勒牙科中心
$1,000.00
合計
$461,144.50

神召之友
蔡偉賢 $20,000.00
張德明 $13,000.00
陳銘恒 $11,000.00
張嬌
$10,100.00
葉正行
$7,000.00
郭偉傑
$5,500.00
陳銘珊
$5,000.00
阮卓輝
$4,500.00
Tam Chi Kei $3,000.00
陸美鳳
$3,000.00
李秀
$3,000.00
黃濟宇
$2,400.00
陳綺玲
$2,400.00
黃就明
$2,100.00
胡滿輝
$2,100.00
梁少棠
$2,000.00
王悅容
$2,000.00
梁美真
$1,800.00
方慧儀
$1,600.00
梁家豪
$1,500.00
李少棠
$1,500.00
黃炳權
$1,200.00
合計

有你同行籌款 HK$

異象分享晚宴

劉惠蓮
彭婉璧
黎嘉玲
許琳茵
鄧國威
李少琴
俞孟恩
張建成
樊秀娟
麥煥權
馬偉晞
陳麗鈴
黃啟榮
羅文翰
鄺承昌
甄浩業
嚴文惠
柳國豪
合計

San Ho Enterprises Ltd. $130,000.00
馬良生,蕭敏旋 $40,000.00
神召會聖光堂
$30,000.00
陳永川
$30,000.00
吳惠玲
$20,000.00
連淑貞
$20,000.00
華惠神召會
$20,000.00
黃栢中
$20,000.00
蔡偉賢
$20,000.00
朱祺
$15,600.00
李錦華
$15,000.00
楊梵城
$12,000.00
文國基
$10,000.00
司徒永富
$5,000.00
吳國耀夫婦
$5,000.00
合計

HK$
Chan Ling Ling $1,200.00
溫鳳鳴
$1,000.00
鄭麗華
$1,000.00
梁耀光
$1,000.00
鄭懿君
$1,000.00
蕭偉棠
$1,000.00
Lee Yuk Tsun $1,000.00
Lum Man Hon $1,000.00
郭梁麗賢
$900.00
蘇玉玲
$777.93
李明寶夫婦 $600.00
龍絳綸
$600.00
周國彬
$600.00
無名氏
$600.00
陳鎮全
$500.00
劉惠蓮
$500.00
陳鳳儀
$500.00
黃杏莉
$400.00
Nip Suk Jing
$100.00
唐潔玲
$100.00

$120,077.93

$63,900.00
$10,800.00
$8,500.00
$7,200.00
$5,900.00
$5,400.00
$5,300.00
$4,800.00
$3,600.00
$3,400.00
$3,000.00
$2,950.00
$2,700.00
$1,800.00
$1,500.00
$1,200.00
$600.00
$600.00
$133,150.00

個人奉獻
丘秀芳
黃栢中
余國超夫婦
莫艷儀
Lau Kwok Leung
Lee Woo Jin
Chan Yuen Lin
梁讚美
李瑞達
Lee Chun Yu
李嘉敏
張可人家庭
Ng Woon Tai
劉惠蓮
李天鈞
Wong Siu Ying
張文娟
Chan Pui Yee
任雅各
Cheng Yee Yu
Siu Choi Ching
王淑華
Wong Shuk Yin
合計

HK$

$427,800.00

圖書館奉獻
Lung Wai Lun $2,200.00
羅婉儀
$1,000.00
合計

HK$
$44,000.00
$24,000.00
$2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5,000.00
$5,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1,500.00
$1,200.00
$1,200.00
$1,000.00
$1,000.00

曹美珍
$5,000.00
莫艷儀
$5,000.00
劉國良
$5,000.00
黃炳權
$3,200.00
呂必強
$3,000.00
梁耀光
$3,000.00
甄浩業
$1,000.00
神召會友愛堂
$2,000.00
張仲賢
$2,000.00
梁衍奇
$2,000.00
周家和
$1,000.00
基督教迦勒保健中心$1,000.00
雷健強
$1,000.00
羅慶輝
$1,000.00

曹美珍
$1,000.00
梁耀光
$1,000.00
黃漢輝
$1,000.00
葉沛森
$1,000.00
Chow Hon Ping $1,000.00
無名氏
$900.00
Leung Fuk Choi $900.00
Ng Suk Kuen $500.00
張慕群
$500.00
Law Yin Hung $500.00
林綺芬
$500.00
翁麗真
$500.00
張德成
$500.00
方莊榮
$427.86
彭美雲
$400.00
梁啟雋
$300.00
Nip Suk Jing $300.00
黃志寬
$200.00
許逸朗
$100.00
鄧美
$100.00
張鶴年
$100.00
陳麗鈴
$100.00
麥煥權
$100.00
$171,827.86

HK$
麥煥權
曹鴻輝

中國事工

$400.00
$100.00
$3,700.00

HK$

黃栢中
$80,000.00
Ho Kan
$50,000.00
張嘉富
$30,000.00
神召會禮拜堂 $18,050.00
黃美珊
$10,000.00
楊恩真
$10,000.00
鄭偉峰
$5,000.00
Tsang Yim Ngor $2,000.00
梁金有
$1,500.00
王淑華
$1,000.00
劉榮存夫婦
$1,000.00
Kong Kan
$1,000.00
鄧智剛夫婦
$1,000.00
Tang Yuen Fun $1,000.00
馬艷萍
$1,000.00
許麗端
$500.00
梁炎根
$500.00
Wong Siu Hing
$200.00
合計
$213,750.00

神召神學院 代禱事項

神召神學院 財政報告

1. 感 謝 主 ！ 在 十 月 份 的 異 象 籌 款 晚 宴 ，
本院得各方支持，合共籌得HK$427,800
奉獻。

2014年1月至10月收支表

2. 請為本院在讀生禱告，求主保守他們
有力學習，在身心靈都一同增長。
3. 本院需要增聘同工加盟培訓工人之行
列。求主預備合適人選，也為學院經
濟需要代禱，求主供應我們所需要。
4. 求主賜福院長及各老師靈裡得力，以
應付學院內繁重之工作。
5. 本 院 行 政 同 工 黃 迦 愉 姊 妹 的 媽 媽 癌
病復發，並已擴散，求主憐憫和醫
治。
6. 請 為 張 柱良同學身體禱告。張同學
因 癌 病 身體不適，求主醫治及保守，
減輕其痛苦。
7. 請為鄺承昌同學身體禱告。鄺同學現
需接受洗腎療程，求主保守並醫治鄺
同學。

神召神學院

中文部

收入
課程收入
籌款收入
教會奉獻
神召事工津貼
個人奉獻
神召之友奉獻
英文延伸部
宿費收入
中文延伸部
其他收入
總收入

$879,555.00
$560,950.00
$461,144.50
$200,000.00
$171,827.86
$120,077.93
$113,639.50
$100,500.00
$86,715.00
$62,422.47
$2,756,832.26

支出
講師及同工薪津
行政開支
設施開支
客席講師費
英文延伸部
中文延伸部
總支出

$1,652,639.65
$460,202.24
$192,108.16
$175,500.00
$36,763.70
$24,105.50
$2,541,319.25

結餘

查詢電話: 2691-1481 (黃小姐)

開辦課程

教牧裝備
道學碩士(M.Div) 教牧持續進修
神學學士(B.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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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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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513.01

回應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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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應

個人資料

表

姓名: (中)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

教會領袖神學證書
延伸部 查詢電話:
2691-1481 (陳博士)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動轉賬服務：--

英文部

Master of Christian Ministry (M.C.M.)

查詢電話: 2691-1481 (李小姐)
有關詳情可瀏覽 www.hk-eb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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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張德明牧師
署理教務長及署理英文部主任:黃漢輝博士
中文延伸部主任、實習主任及教關部主任：陳國恩博士

表

應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梁舜安牧師
林暢輝牧師
劉惠蓮牧師
學生事務主任及註冊主任：李天鈞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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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