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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若以一字總括 2019年，大抵就是「亂」。

逾半年以來，這座浮華都市紛擾不寧，亂象叢生，固有秩序被中

斷，恆常習慣需改變，友愛關係受考驗，看似安穩的現狀遭粉碎。

我們從心靈思緒到生活作息，由社會狀況到教會處境，皆為混沌

不安佔據，梳理不易，但疏解更難。今期題為「亂世」，正因擺

在眼前的亂象縱橫交錯，不見盡頭。此際，我們更需要從信仰中

得力，學習面對不安，操練與混亂共處。

今期為「尋思」系列打頭陣有葉美𡣖老師。她在〈亂世下，與不

安混亂共處〉一文，先為我們破除舊有思維，解構何謂「混亂」，

繼而探討如何做好迎接「混亂」的準備。原來「混亂」不僅意味

新舊在交替，更可轉化為成長的元素。惟我們必須聚焦於上主，

不斷被祂洗滌，學習從祂的視點觀看世界，而這亦是生於亂世的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至為重視的信徒責任。鄧紹光博士在〈生於亂

世　有種責任─潘霍華的反思與啟迪〉文中，透過潘霍華的生

平與著作《團契生活》提醒我們，無論得時不得時，信徒首要活

出被基督塑造的生命。尤其面對亂局，紛陳的聲音與解困的渴求

不斷催迫，更要建立起恆常的禱告與聖經默想操練，靜候上主臨

在、鋻察、引導，而絕非反客為主地要求上主滿足我們一己的想

望與欲求。

誠然，生活在動盪時代，切法尋找出路逃生，乃人之常情。新約

老師余振陵的文章〈耶穌的「走佬指南」〉，題目有趣吸睛之餘，

卻要我們謹記即或禍患臨頭，也絕不會走投無路，在上主的保守

下，再難的困局總有出路。這不是甚麼宣傳口號，而是主耶穌的

應許。祂還囑咐門徒在逼迫中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隨

機應變，保持純淨，不盲目行事。套用時興說法，或許就是要“Be 

Purified Water”。

今期「一期一會」請來雷競業老師訪問經常走在社運前線的王少

勇牧師。一問一答，既是訪問，更是兩代牧者的對話，暢論政教

關係，尋索亂世下的教會使命。王牧師的前線牧養與同行經驗，

清楚道出了年輕人走上街頭示威，甚至變得勇武的心底吶喊，教

會可能夠在絕望處播下希望，與看不見未來的年輕一代同行？

2019年即將成為歷史，踏入廿一世紀二十年代，混亂未息，艱困

重重。這是攬炒的時代，亦是重整的時代；這是很壞的時代，但

也可以是很好的時代。在這轉折更替之間，我們走在流淚谷，承

受陣痛與磨難。祈願在如火的試煉裡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

耶穌，隨祂腳蹤，存心忍耐，繼續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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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幾年，剛從蘇丹回港不久，我買了一件背後寫

著「生於亂世有種責任」的T-shirt。買它的原因，

並非因為支持某黨某派，而是這句話觸動了心底

的強烈共鳴：堅持為愛與公義抗爭，是每個生於

亂世的人的責任。

實踐科助理教授

我是神的女兒，蒙罪得赦免之恩、蒙至死不渝之愛

的福，在歷練中經驗真理中的自由，一生學習在相

信中渡過既平凡又充滿驚喜的人生。

葉 美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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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混亂

人承載混亂的能力，其實是可以提升，這並非源於無奈接受混亂成為慣常，而是

來自對己、對人、對上主，以及對混亂本身，不斷增添了認識，而能夠較為平和

地與混亂共舞。

簡言之，「混亂」就是指事情或處境異於慣常或理想中的秩序。人不喜歡混亂，

實屬正常。混亂之中，潛藏著不可測的事，令人不安。若以為混亂終止便可驅走

不安，實在是個不幸的誤會。不安，其實並非來自混亂，而是出於恐懼。與混亂

共處，首要是知道你恐懼些甚麼，再積極一點就是接納它並主動進入其中，繼續

踐行使命。不過，就算多麼不愛亂，人生每次轉折（transition）之時，都必定發生。

小朋友上幼稚園，可能是人生中第一次的「亂」，生活像是「失序了」，於是新學

年的幼稚園校門，總會堆滿呼天搶地哭喊的小朋友！數星期後，當他們經驗了新

秩序的美好，亂不復存在，哀哭變成了歡笑。

由此可見，「亂」意味從舊秩序進入新秩序裡，亂是成長的必需品。惟懷著勇敢和

盼望與混亂共舞，拒絕被恐懼牽著走，可為我們的人生和社會帶來極不一樣的動

力與結果。

誠然，剛才的例子比作亂世，無疑過度簡化亂世的複雜性，但旨在指出「亂世」

有它的使命，就是要把社會帶進新階段。一切美善皆從上主而來，新階段是好是

壞，在乎人究竟把善還是惡灌注其中。甘地及他的跟從者把善注入亂世之中，為

印度帶來解放；而希特拉和他的黨羽注入了惡，就把社會推入災禍裡。亂，也是

操練信徒靈性的必需品，教我們更進深、更切實地經歷上主，與處境互動，不用

再依靠外在環境；而內裡的平安（inner peace）越大，承載混亂並與處境互動的

能力亦會相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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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混亂

然而，不少華人信徒受到中國文化信仰中的神觀影

響，傾向屬靈宿命論，即不作預備就是信心的表現。

其實，在亂世之中，有危亦有機，要化危為機需作準

備。我們可以循下列四方面思考如何準備進入混亂：

一）身分‧視點‧社會責任
亂世中的危機之一，就是當權者或處境中的事件，在

不知不覺中成為了信徒的「偶像」，即施政者的一句

說話、一個動作或處境中的一件事，大大牽動著我

們，生活隨之起跌。如要警醒地回應亂世，我們需要

有錨（anchor）。Sr. Mary Ann Scofield在〈上主和

先知的朋友〉1這篇文章中指出，信徒要成為上主的

朋友，被祂更新，並負起回轉後

的社會責任。處身亂世，要讓主

的友誼成為我們的錨，不斷被

這份友誼洗滌，以至不僅看見

衪，更能以祂的視點觀看世界。

2016年，耶穌會士馬爾谷 ‧盧

力神父為慈悲禧年設計的徽號，

十分有意思（見右圖）。

這徽號「表達出善牧基督如何驚人地碰觸到人類的血

肉，且以何等猛力的愛，去改變人的生命。⋯⋯充滿

慈悲的善牧，將人背在肩上，祂的眼光與人的眼光結

合為一，基督以亞當的眼目為眼目，而亞當也以基督

的眼目為眼目⋯⋯。」2當人能以基督慈悲的眼目為

眼目，便會在亂世中看到祂是何等迫切地渴望拯救每

一個罪人，包括自己、受壓迫者及掌權者，因每一個

都是祂的創造，每一個生命都是從祂而來。

即或在亂世裡，我們仍要看見上主的標

記，包括美善的生命力與上主審判的愛。

新聞經常報導壞消息，但其實好消息亦有

不少。我們要知道，上主的世界比新聞報

導的廣大且深邃得多。

例如，不少人認為 2014年雨傘運動失敗了，卻原來

有許多人公民覺醒，年輕人不只單顧自己的事，更見

關心社會；又如今次反修例社會運動中，我們豈不也

親耳聽過或親身經歷了不少展現美善與人性光輝的事

跡嗎？這全是上主愛的標記！當上主的愛成為了我們

的錨，當我們為祂的恩慈憐憫所觸碰，不斷回轉，不

僅領我們更貼近上主，更會隨著祂的大愛而不由自主

地進入亂世之中，肩負起社會責任，與受壓迫者同

行，成為時代的先知。

二）與社群連結
由主的朋友變成為主的先知，這轉變使我們成為不

再一樣的群體。上主要拯救的不是一堆散裂的個體

（individuals），而是一個社群。因上主的公義是關

乎祂與一切受造物的關係，並非單單是個體。3

亂世裡，我們需要一個由真理導向、以主

為目標，擁有共同方向、並肩作戰的社群

（community）挽手同行。此舉不是為了方

便圍爐取煖，而是要彼此提醒，學習擁抱

上主創造的多元。

社群中的成員一方面需要謙卑，不斷回轉；另一方面

亦要具備對質的智慧與勇氣，才不致跌入惡者那「唯

我獨尊」的圈套中，並得以在多元與共融中，展現基

督的特質，在社會上散發吸引力和影響力，跟世界對

照，作鹽作光。

三）同在場中
聽過不少肢體說：「我知自己不適合在前方服侍，還

是留在後方支持你就好！你代表我們上前線去吧！」。

然而，亂世之中，根本沒有前、後方之分，也沒有在

場不在場之別。事實上，每一個人的定位，就是他／

她的前方，每個位置也有其獨特的挑戰，不管是衝衝

子、是和理非、是警隊抑或是不同專業界別的信徒，

大家各有前線與挑戰，同在場中，即或是一位主婦，

在混亂中讓家人得以「正常過活」本身，也可以是前

方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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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看準焦點、認定使命

為危機作好準備既是人之常情，更是應有

之責，但我們必須認清任何解決方法與行

動，最終所為何事。

馬太福音廿五章 1~13記載的十個童女比喻，正正提

醒我們首要認清使命，才不會錯放焦點，以致恨錯難

返。聰明的童女深明使命的核心是陪伴新郎，「同他

進去坐席」，為此早已預計新郎遲到所需用的油量，

寸步不離，一直守候。反觀愚蠢的童女卻犯上了雙重

錯誤。首先，錯在沒有做好應有的預備，備妥足夠的

油量。其實，若純粹為了照明，即使燈滅，仍會有另

外五位童女的燈火補足，更何況村中有人結婚是件大

事，必定有許多人守候，燈火處處，就算沒有了她們

的燈，相信亦絕無問題。奈何她們所犯的第二重錯誤

更為根本和致命，由於她們誤以為自己的使命核心是

為新郎照明，使命搞不清，焦點錯放了，結果就在關

鍵時刻離開崗位，導致真正使命落空。

亂世正是滿布變數的混沌狀態，我們無法避開混亂，

更不可能找到一條萬全的應變之策。然而，要是我們

在亂世中，能夠為自己的身分定位，以主為焦點，認

定等候上主並與祂同在的終極使命，與一個敢於對質

的社群同行，混亂就可化為成長的元素。

                                                                                                                                                     

1 Mar y Ann Scof ie ld .  “Fr iends of  God and Prophets: 

Transformation for Justice” In Sacred is the Call. ed. Suzanne M. 

Buckley (New York: Crossroad Publishing, 2005), p. 199－210.

2 9 Nov.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michaelsmandarin.

org/2016/03/year-of-mercy-prayer-from-pope-francis.html

3 Mary Ann Scofield, p.19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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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霍華的反思與啟迪

香港浸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神學與文化）教授

年青時想過當詩人，後來成了文字人、神學人。

鄧 紹光

重視默想聖經　基督臨在的通道

但是，我們在哪裡與耶穌基督相遇，體會到祂的同在，特別在這亂世的時刻？潘

霍華的整個神學是基督論式的，他認為基督臨在我們的語言之中：教會群體的宣

講、物質之中：教會群體的聖禮、社群之中：教會群體。但是，潘霍華一生之中

的兩個轉捩點，卻跟他自己的讀經有關。1932年，潘霍華讀登山寶訓，結果成為

基督徒，從言詞上的基督徒轉向真實的基督徒，神學討論的耶穌基督成了他個人

生命所遇見並追隨的他者。1939年 6月，潘霍華第二次前往美國，但旋即於 7月

返回德國。因為他在 6月 26日讀到當天的經文，其中提到保羅要求提摩太到他那

裡去：「你要趕緊在冬天以前到我這裡來」（提後四 21），就決定乘船歸去，返回

德國，面對大戰前夕的家鄉。

亂世之中，基督徒首要當作的是甚麼？雖然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昔日身處的境況，不一定跟我們當下的情境完全

一樣，但同為亂世，二者並無二致，都挑戰基督徒以及教會群體跟隨基督，

被基督塑造，好能符合祂那擔當他者的行動的生命。在潘霍華來說，跟隨

基督、被基督塑造，活出擔當他者的生命，無論得時不得時，都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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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宣講，是宣講聖經所見證的耶穌基督。教會的聖禮，是指向聖經所見證的

耶穌基督。教會群體，是上帝所使用的施事者（agent），好宣講及指向聖經所見

證的耶穌基督，而讓其自身可以跟耶穌基督相遇。宣講及聖禮，均與聖經有關，

因為聖經是見證耶穌基督的話語，乃成文的上帝話語。於是，聖經作為成文的上

帝話語，就成了耶穌基督臨在的必要通道。潘霍華很重視默想聖經，他主持芬根

瓦的神學院，規定學生參與早會以及默想聖經。因此，他在神學地反思神學院的

群體生活而寫成的《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就在論獨處時講述默想聖經的

事情。面對國家教會究竟是真是假的局面，在大學受訓作牧者的竟然生命空洞，

不懂禱告，不懂閱讀默想聖經，那麼德國的教會還有甚麼將來？因此，潘霍華致

力要建立一個以祈禱與聖經為中心的神學生群體，他非常重視神學生直接與上帝

的話語相遇，而這是默想聖經所要做的。

去除想望欲求　學習禱告的真義

在《團契生活》之中，他講的默想是古教會和宗教改革運動時期的用法，包括了

讀經、禱告、代禱。我們在這裡關注的是在默想中的讀經，與耶穌基督相遇，體

會祂的同在，但也跟禱告有關。

我們必須禱告，從禱告開始，因為這個時候的讀經，不是釋經，

不是預備講章，不是作任何形式的聖經研究。當然，在默想中

讀經之先，要弄清楚經文的內容，但進入這過程之中，就當只

是等候上帝對我們說話，這是上帝所應許的。

但是，我們往往為自己眼前的困難、心裡的煩憂纏繞、壓制。

於是，就要從禱告開始，祈求上帝藉著祂的道，差遣聖靈來

到我們當中，向我們啟示祂的聖道，使我們得著光照。1

這是祈禱積極的作用，此外，還有消極的作用。

祈禱，是祈求上帝消除自己把聖經置於自己跟前，要

求上帝透過它來回答我們眼前碰到的困難與煩憂。我

們很容易要求聖經所說的話，必須是按照我們的需

要來滿足自己，只有這樣，聖經的信息才可以站立得

穩。潘霍華指出，過去的日子就曾經要求聖經的信息

在「理性」或「文化」或「民族與文化傳統」面前，證

明它是站立得穩的，也就是按這些需要而滿足我們。這就

是我們經常掛在口邊的說話：「上帝跟我們的相干性。」不

8



                                                                                                                                        

1 潘霍華：《團契生活》，新譯修訂版，鄧肇明譯（香港：基督教文藝，

1999），頁 83、85－86。

同時代自有不同的要求，但背後的精神都是一樣。今天我們面對「只有更黑暗，

沒有最黑暗」的亂世之中，同樣會帶著我們自己的要求，來閱讀聖經，指望上帝

按著我們的要求來跟我們說話，讓我們體會到祂的同在。但是，潘霍華卻反過來，

要求我們的當下是對聖經的信息是相干的，而不是要求聖經的信息對我們的當下

是相干的。

謙卑安靜等候　成為日常的踐行

因此，我們只得在禱告中謙卑下來，在等候中讓上帝工作，一

點一滴地剝落眼前的、心中的種種想望和欲求，然後才會在靜

默中與耶穌基督相遇，體會祂的同在。

這種同在是批判式的同在，而不是按照我們的心意而同在，這種批判式的同在，

首先批判的是我們跟耶穌基督的關係，不能倒客為主；其次批判的是我們的想望

和欲求，並不一定是有益的。在亂世之中，我們想遇上一個怎樣的耶穌基督？在

亂世之中，我們想耶穌基督怎樣與我們同在？

在亂世之中，各種聲音紛呈、擾亂我們的心神，催促我們有所行動。只是，潘

霍華身處昔日國家、教會的亂局之中，卻不急於有所回應，他教導神學生要靜

默，中止自己內在與外在的言說，好等候上帝話語的臨到；要祈禱，去除自己

種種想望和欲求，好讓耶穌基督在我們讀經默想時，以祂自己的方式

與我們同在。這裡沒有捷徑，讀經、祈禱本來就不是魔法活動，

而是長期的、日常的操練和踐行，無論得時不得時，都當如

此。潘霍華就在他自己不同的處境之中，遇上了教導登山寶

訓的耶穌基督，也遇上了呼召他跟隨作門徒的耶穌基督，

並遇上了那位擔當我們一切罪債又求天父赦免我們的耶穌

基督⋯⋯這一切的遇上，都離不開他長久、日常的讀經默

想。潘霍華的踐行，是我們要學習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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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課程主任
聖經科助理教授

從對宇宙好奇的小朋友，變成沉醉於數字與符號間的數

學人。後來改行讀神學，投身於探索聖經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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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難時的保證

不過，若翻查該句經文的出處，留心其上下文，會發現這句話要說的是另外一件

事情。這句經文是出自馬太福音十章 23節的下半節。馬太福音第十章是這卷福音

書中五篇耶穌講論集合中的第二篇。第 1~4節交代了這篇講論的主要對象是十二

個門徒，而整章則記載了耶穌差遣他們出去的吩咐。因此，整章經文確是和門徒

的使命有關。不過，23節提到走遍以色列的城邑，主要原因卻不是為了「旅行佈

道」，而是由於上半節所提及的原因：「有人在這城裡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裡去。」

即使不特別查考出處，也不難認出上面這句經文是出自福音書，是耶穌所

說的一句話。然後，可能就會聯想到另一節相似的經文：「這天國的福音

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太廿四 14）前一處經

文的「人子到了」與後面一句經文的「末期來到」，意思相近，都是指向

終末，尤其是基督的再來。而後面一句的「傳遍天下」，與前處的「走遍

以色列的城邑」，意思也類近。1於是，我們又會很自然地認為兩節經文講

述相同的事情：後者明顯關乎信徒傳福音、普世宣教的使命，而前面那句

經文中的「走遍以色列的城邑」亦自然令人想到是在以色列中間傳福音。

「我實在告訴你們，
以色列的城邑，
你們還沒有走遍，
人子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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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耶穌給受差遣

的門徒的吩咐中，有這

樣一段「走佬指南」。似乎對耶穌

而言，在逼迫中逃走是一個可行方

案。雖然主自己在面對兵丁捉拿時，

昂然面對，但祂也沒有否定門徒在面對

逼迫時，可以「從這城逃到那城」，暫避風頭，

保留實力，來日方長。

然而，這個逃走的吩咐，目的卻不是在於教導門徒在危難

中的自保方法，而是要給門徒一個保證：他們絕不會「走投

無路」。若在某一處面對的逼迫，真的叫門徒無法承受下去，他

們總可以找到另一個安身之處，因為門徒的去路用盡之前，基督就會回

來。這個保證就像對那些將要面對逼迫，甚或已經身陷其中的門徒說：everything 

under control。雖然表面看來，情況好像失控，如落在無法控制的亂局中，不知

何去何從，但其實一切仍沒有脫離上主的全盤掌握。在適當的時候，祂自會介入。

吩咐裡的張力

這個「有路可走」的保證，同時也在呼召門徒堅持承擔他們的責任。

畢竟，若真的無路可走，我們就有了充分的理由不再作任何事情，

靜待命運臨到我們身上。但既然仍有去路，就意味著門徒必須繼續

走下去，繼續履行他們的使命。

再看遠一點的上文，耶穌教導門徒，面對危困的局面，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

子。」（太十 16）其中「馴良」（ ）一字，基本的意思是「純淨、沒攙雜

的」，指門徒要保持生命的純淨，例如在別人的惡面前，不以惡報惡，甚或以他人

的惡來合理化自己的惡。而「靈巧」（ ）的基本意思則是「聰明、精明」，

這原文字在聖經其他地方出現時，通常翻譯成「聰明」。此處與蛇的形象結合，也

帶出「靈活」的意思。就如俗語說「打蛇隨棍上」，當蛇受到攻擊，自會作出適應

和調整。門徒要靈巧像蛇，就是說他們在逼迫中要靈活面對，隨機應變，不墨守

成規，也不盲目行事，用時下新興的說法，就是“be water”。

這兩方面的吩咐，明顯處於一種張力之中。一方面是要持守，不可輕易受外來的

影響，另一方面卻要變通，靈活應對挑戰。到底何時要變，何時不變，耶穌並沒

有清楚說明。這正好是猶太傳統智慧教導的特色，保持生命處境的張力，不急於

求化解，而是因應當下的具體處境，跟隨智慧的引導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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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中的使命

這種與張力並存的取態，在接著的吩咐中更加明顯。耶穌吩咐門徒，當他們被捉

拿，帶到當權者面前受審時：「不要思慮怎樣說話，或說甚麼話，到那時候，必賜

給你們當說的話。」（太十 19）這句話並不是說門徒不用為將要臨到的逼迫作好

準備。畢竟「靈巧」的基本意思是「聰明」，而這聰明的其中一方面，就是懂得

作好準備，就正如十童女的比喻中，「聰明」（ ）的童女就是會準備足夠

的油的那五位。

耶穌這話是針對門徒被捉拿受審的獨特處境，祂吩咐「不要思慮」，

也就是接受事情不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門徒不可能預先知道審

問他們的人會如何對待他們，因此也不可能預先準備萬全之策。

然而，耶穌向門徒保證，他們可以安穩在聖靈的引導中。這並不是說門徒

必能安然無恙，全身而退。事實上，早期教會有不少門徒確實在逼迫中

殉道，但不管門徒經歷甚麼，他們仍能因著對神的確信，繼續

承擔神交付他們、為主作見證的使命。

處身於香港今日的亂局，人心難免感到無

助。儘管持不同立場的人，皆希望亂局

早日結束，但局勢發展卻未見樂觀，

問題得到解決更顯得遙遙無期。活在

此際，耶穌的吩咐提醒了我們，最

重要並不是那些困擾我們的問題能

否得到解決，也不是亂局何時得以

平息，使我們可以重過心目中的安

穩日子，而是即使問題看似解決不

了，我們仍能在聖靈的保守中堅守腳

步，昂然上路。

面對迷茫的前景，不同的人或會有不同的選擇。有人

會選擇留守到底，誓死爭取所追求的目標；有人或會選擇

避走他方，尋找更好發揮自己恩賜的機會。這些選擇之間，

或許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就正如昔日耶路撒冷教會受逼迫時，

有繼續留守的使徒，也有分散各處的門徒（徒八 1），他們各自以

自己的方式，繼續努力承擔福音的使命。而事實上，置身這紛亂世

代中，我們不一定要肩負起改變大局的重擔，我們只需謹記在主裡總

能繼續踏上祂為我們開的出路！

                                                                                                                                                     

1 兩處經文還有另一個共通點，就是之前一節都提到「惟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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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華恩約教會主任牧師

《白夜媒體》聯合創辦人

特約攝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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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楊軍

最近在一間教會裡，遇到一位很久沒見的牧師，當時外面正不

斷施放催淚彈，他問我：「你現在轉了行做攝影記者？」

自領受上主呼召以來，這二十多年一直都沒有離開過牧職。只是，

自 2014年開始，多了一個「攝影記者」的身分。由此起，「正職

牧師，副業攝影，閒時寫作」就成為我的個人簡介。未當上攝影

記者前，我只關注教會「屬天的事」，對社區、社會、時事和政治，

沒有多大關心。我深信，是上主用攝影把我拉回「地面」。

雨傘運動結束後，大概沒有人想過，香港會有這麼一場震撼世

界的社會運動。而我，也沒有想過自 6月 9日協助《時代論壇》

採訪百萬人大遊行後，改變了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幾乎每星

期都要出隊，拍攝一個又一個、一次比一次激烈的大型公眾活

動。每個主日，一早回到教會，教授主日學和講道，下午還有

婚前輔導，然後換過衣服，帶齊裝備，就出發到示威活動現場，

直至深夜兩、三點回家，再整理好相片，到躺上床，已快將五

點鐘。許多時候，週六有示威活動，翌日也得如常於早上七點

起床，準備回到教會，開始主日一整天的事奉。

老實說，起初確感到很吃力，但後來逐漸適應了這樣的生活和

事奉後，不再覺得自己有甚麼辛苦，尤其當看見一個又一個、

一批又一批的年輕抗爭者所付出和經歷的痛苦，更覺得自己所

付出的微不足道，算不上甚麼。

為了可以為香港做多一點事，我和兩位弟兄於 8月中創辦了《白

夜》基督徒公民記者的網媒，冀為上主招聚一班有心又有恩賜

的弟兄姊妹，以具體行動，為守望香港，出一分力。短短三個月，

我們團隊由 3人增至 31人，面書專頁更超過 21,000人追蹤，

這全是上主的工作和恩典。不過，這還不是我最想做的事。

未來，香港將會變成怎樣？沒有「先知」，但我知道教會是獨裁

政權必定對付的對象。在教會寒冬還未來到之前，我們必須努

力以真道建立基督的身體，而這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所以，我

常跟人說，我可以放下相機和攝記身分，但卻不會放下牧職和

牧養工作，因這是上主給我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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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王
少勇

訪問：雷競業　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
整理及撰文：鄧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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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運動爆發至今，一幌半年。今期，小雷老師專訪了身影常見於社會運動前線、身任教牧關

懷團召集人及香港基督教教牧聯署發起人之一的王少勇牧師，暢論政教關係，檢視信仰踐行於世的方

式，包括在那個被視為污穢不堪、仿如禁忌的政治角落。

成長於小群教會，大學畢業後加入華福中心事奉，讓少勇有機會走進世界不同角落，接觸從未有過的寬廣，

更因楊牧谷牧師的著作，從信仰角度與價值論社會民生事、談中國，給他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亦是他定

要去活石堂實習的原因。不過，影響他至為深遠，並塑造他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卻是牧會六年後、到泰

國宣教時發生的一件事。當時為解決土地購置問題，不斷跟政府周旋，過程中教他深切醒悟制度之惡。

在日常中開拓

王： 這件事是我的人生以至牧養理念的轉捩點！人

心壞了，可以傳福音，信耶穌，但社會制度壞

了，怎辦？即使整個制度裡的人信耶穌，社會

就變好嗎？不！中國歷史告訴我們，福音救國

運動是失敗的！制度依舊把人壓迫至死。從那

時起，我有一個很強的心志：基督教同樣需要

為政治制度等事發聲。

雷： 從泰國回港、重返堂會後，你怎樣開始鼓勵弟

兄姊妹發聲？會否擔心有人反對？

王： 其實，有點「迫上梁山」（笑）⋯⋯第一次讓

弟兄姊妹知道我好關心〔社會議題〕，是預演

「佔中」，即 511那次 1！當時不少會友從電視

直播看到我被捕。後來，堂委會為此召開幾次

特別會議討論。講到政見或教會應否發聲，看

法可以很不同，甚至是對立。但正因如此，令

我覺得更要做好日常教導，多搞些閱讀沙龍，

辦另類課程如「福音與社會」，探討整全福音

與社會的關係，並嘗試把這一切融入堂委訓練

裡。另外，還有講壇，慢慢在摸索怎樣把自己

的領受放進講章，讓人家吃得下嚥，畢竟教會

十分多元。但到目前為止，我都是失敗的！

（大笑）

雷： 想你定必遇過不少「激烈」場面，我頂多在

Facebook被罵而已！（笑）你明知這類議題「多

交嗌」，譬如面對今次社會運動，身為牧者可

做些甚麼，以減少教會內部衝突？

王： 〔反送中運動〕這段長時間內，我們辦過一次

分享會，希望為弟兄姊妹營造一個安心抒發情

緒而非論政的空間；其次，我們私下亦在團契

裡做同類工作，始終大家的背景想法較為了

解，這做法相對「安全」；第三，若教牧隊工

夠人的話，可分頭約談。像我，立場太清晰，

有些人是完全接受不來啊！（笑）有其他同工

幫忙，有這樣的 buffer，緩和一下關係。

雷： 教內另一個十分經典的 objection，就是認為

「你太多事！不在教會多做事，反而走出去服

侍外面的人？」你怎樣回應呢？

王： 我無法用一句說話回答，也沒有一個好 sound

的理由來辯解。但我會讓這位會友看看，我一

直以來是怎樣牧養。我敢說，就算政見顏色不

同，他們都認同一件事：王牧師是位很勤力、

很盡忠的牧師。我的確比往常疲累，但本份，

是必須做好！

在場上牧養

雷： 教會在這樣的時代，面對當前社會狀況，你怎

樣教導會友，何為教會的身分與定位？

王： 我一定從教會論出發。

 基督教來華二百年了，其實香港在不同年代做

得很好，滿足了許多美好的使命。信徒人口雖

少，在華人基督教世界所發揮的影響力〔之

大〕，卻是不成比例。但自 2014年起，到現

在，以至將來，我覺得香港教會最重要的一個

使命，就是堅持與威權下受逼迫的人在一起。

這正是我在講道集裡，提出的三個「同」2—

與他們同在，一同捱苦，一同呼求上主。沒

有前兩者，就不能同呼，因你 gain不到那種

respect和身分；但若然只得同在、同苦，

欠缺朝向上主的縱向關係，又沒有了盼望！

（笑）這是近年來我在牧養神學上的反思，亦

解釋了我何以走上前方，與他們在一起。事實

上，「在場、即時的牧養」十分重要。

19

一

期  

一

會



雷： 然而隨時局惡化，牧者走上前線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已不可再，無力感亦

很強烈。當下處境，可令你對「在場、即時的

牧養」有所掙扎或反思？

王： 教牧每次落場，可以戴不同帽子，做不同的

事，當中還需要細分。到目前為止，教牧仍可

因應處境，做到一些服侍。

 譬如說，有神學生想跟我走到前線，看我怎樣

做。於是，我帶著這三位女生來到前線，和勇

武傾偈。事後聽她們說，覺得幾 fruitful。其實

我沒作甚麼，只不過帶她們親自看。當見過、

感受過，就有了前所未有的角度，開濶了認

識，這是一種同場。另一班教牧與「守護孩子」

緊密同工，挽手站在最前線；亦有一班主力做

後勤，到警局搞保釋等，成為了強大的心靈支

援網絡，陪伴同行；也有些做更隱密的守護服

侍，又是另一種同場。最後，就是休息站，由

於太多抹黑，令不少原本贊成開放的教會因壓

力過大而關門。原來，我們平常看教會，十∼

分∼定∼格∼呀！講到教會是基督的新婦，要

裝飾整齊、要聖潔，有些人應用出來就變成了

不要窩藏罪犯∼嘩，救命！

雷： 確實有批評指你們這班教牧跟示威者走在

一起，容許他們上教會休息、換衫，變相

facilitate他們做壞事，鼓勵他們繼續勇武，認

為是有損道德，亦使衝突持續。

王： 我覺得這邏輯是跳了步。若然跟他們在一起就

等同 facilitate他們，甚至參與其事，那麼耶

穌與妓女、罪人、稅吏在一起，豈不也可說成

祂 facilitate妓女賣淫？耶穌完全不認同她的作

為，所予的種種關顧，乃是肯定她作為人的尊

嚴價值。若以非基督教的說法，那是人道主義。

在關係裡共融

雷： 聽過不少為人父母、老師或牧者投訴（笑），

這年代的年輕人太反叛又勇武，實在不懂得

handle他們，你可有甚麼牧養建議？

王： 關係永遠最重要，對年輕人尤甚。即使你覺得

他們很難頂、很反叛，仍然回到最根本的問題：

你重視你的兒子？還是你的面子？要是看重

他，就得接受他跟你是不同的。

 教會裡的年輕人，我〔年紀〕足以當他們的爸

爸，但他們並無抗拒我，明知我不及他們勇，

更不認為我的說話全部「啱聽」，甚至會「串」

我：「王牧在外邊就咩⋯⋯，返到教會咪又係

咁建制！」（大笑）我就回一句：「建制這個

字就係咁呀，堂主任梗係建制啦，我就是建制

嘛。」他們想了想：「吖，又係喎！」

雷： by definition（笑）∼你就是個制！（大笑）

王： （大笑）對呀，慣下囉！這樣，大家就可以溝

通嘛。從沒甚麼必殺技，一切不過從關係出

發。人心肉造，你錫他，他肯定知道。仔女上

街被打傷，沒錯∼他擺明「衝」了，但回到

家裡，你沒駡他，而是心痛他，為他流淚，為

他塗藥酒。我敢擔保，政見即使不同，只要你

肯這樣做，仔女絕不會離家出走，因知道你愛

他、重視他，而不是甚麼都不做，一味推開他。

雷： 前幾年還說年輕人崇尚「佛系」，今次實在令

人好驚訝！「港女」亦重新定義了⋯⋯

王： 是，我完全跌眼鏡！認識一位平日打機 16小

時的年輕人，原來已「衝」了很久，父母也不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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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按你所接觸、認識的勇武，可知道年輕人為何

有此轉變？

王： 這些年來，我很想在我接觸得到的青少年當

中，扭轉「雨傘運動是完全失敗」這論調。事

實上，傘運又豈沒帶來寸進？我尤其反對焦土

政策，票也不要投，叫人放棄、割蓆！輸了一

場選舉，就散發一種酸臭，我很不喜歡！但回

望目前情況，確又與焦土政策相關，攬炒其實

就是焦土，而今天像是找到一種實踐、贏的契

機，於是爆發！年輕人手上沒有經濟實力、政

治實力，連話語權也沒有，唯一籌碼就是跟你

攬住死，一鋪過和你搏命！老實說，我好驚！

若然這鋪又 so called「輸」，將是怎樣的一個

下墜點？ depression有多大？要多少年？

在社區內結連

雷： 像我∼現在我會自稱「和理廢」，最難搞是不

知怎樣勸導年輕人不要攬炒，那種「呢鑊唔

掂，就以後都死梗」的絕望，最教我擔心！如

你所言，輸了一仗不等如「輸晒」，怎樣才鼓

勵到他們？

王： 首先，我或比我走得更前的牧者，從不覺得自

己有任何位分，可以和他們說這些話，無人∼

因為根本無大台！而正因我聽他們講得多，很

理解為何渴望攬炒。有時聽罷，實在說不出話

來。我們的十多歲，很有明天呀！不做這個，

可以做那個。但他們呢？人生怎樣捱下去？最

慘是他們知道甚麼是人權、自由，就格外痛

苦！因此，儘管我不贊成攬炒，卻完全理解何

以走到這一步！

 若然真要勸說，我會重提西方爭取民主也要經

過許多年日。在中國，就算禁止紥腳，由宣教

士開始爭取，歷時 40年才改變得到一種惡習，

更何況我們面對整個國家機器？我們目前所做

的，可視為一道橋，留給下一代踩在我們的肩

頭上，讓他們走前一步，站高一點。

雷： 在今次運動中，既講攬炒，同時亦在建構。記

得你提到教會是橋頭堡，教會在公民身分建構

上可以貢獻甚麼？

王： 我確實認為教會是一個以天國價值灌輸香港公

民教育的橋頭堡，我們的抗爭就是這種抗爭。

其中最重要是教會必須重新學習和思考最基本

的東西，即教會論。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上，竟

有千多間教會，街頭一間，街尾又一間，我們

必須相信上主在這些事上掌管，祂把堂會放在

不同位置，各有職責。

 今天，我們更重視社區結連，這絕對有助我們

的身分認同更為突出。嗱，我所講的社區結連，

絕不是與大商場！（笑）而是要重尋每區特色，

own這個社區、這些街道，與裡面的人建立關

係，讓他們知道教會的存在。那種 own，不單

是事工形式，而是生活態度的轉變，而首要轉

變的就是牧者與領袖，願意投入這種生活模式

的改變，才帶動得起弟兄姊妹，讓教會逐漸蛻

變，不再困在圍牆之內。我想，教會的復興已

不再是昔日的夏令會獻心，而是今時今日在公

義失落的社會裡，努力落實路加福音四章的彌

賽亞使命，叫窮人有福音聽，叫被擄的得自由。

                                                                                                                                        

1 學聯及學民思潮於 2014年七一大遊行集會完結之後，宣布「預

演佔中」，留守遮打道至翌日早上八時，警方採取清場行動，

共拘捕 511人。

2 王少勇。《同在、同苦、同呼》。香港：德慧文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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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健
基督教牧愛堂創堂主任

MCS（MFC）2019

MDiv 2008

2008年在中神MDiv畢業後，回應上主的呼召

作牧養青少年的牧者。感恩首兩年已有不錯的成

果，所牧養的青年區由 20人發展到 80人，亦以

門徒訓練建立出一些委身的門徒作組長。然而，

不知為何心裡還是有點不滿足和疑惑！

將反思化為具體嘗試

幾年後，有次逛書局，被馬保羅牧師的著作《堂會確

是一間有限公司。》的書題吸引。隨意閱讀幾頁後，

便不能停止，只用了一天就閱畢全書，因我對書中所

說的，實在有許多共鳴！亦讓我明白自己過去在牧職

上的不滿足，正是來自對傳統堂會的制度及運作的疑

惑：例如牧養過分制度化及會議化、堂會發展由事工

和活動主導，更甚是堂會自掃門前雪的山頭主義！這

次發現與反思驅使我下了一個決定，就是離開傳統堂

會的傳道工作，寧願以自由傳道的身分，同時到多間

堂會牧養青少年。及至 2013年，毅然決定與妻子開

荒建立一間主力牧養青少年的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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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說，這六年開荒建立堂會的歷程，實在是充滿挑戰，包括資源及地方的限制、事奉人手的不

足、青少年面對學業與教會生活之間的張力，以及職青出走堂會的浪潮等。有時候，委實令我們

感到吃力和無奈。但回望這六年，我仍是充滿感恩。因我漸漸發覺，這六年正好給自己一個空間，

進深反思教會觀；亦給自己一個平台，將這些反思化為具體嘗試！由於開荒堂會在教義、制度、

聖禮、策略，甚或紀律上的每個決定，皆沒有既定傳統規範，因此在神學、聖經及實踐上，均需

要重新反思整合。極為感恩的是，在這反思整合的歷程上，有歐醒華牧師、周力榮牧師及馬保羅

牧師這三位資深顧問牧師與我們同行，既具體、又埋身並適時地給予我們提醒和鼓勵！

走在前線與青少年同行

在這開拓的歷程中，還有另一番深刻體會。就在我們堂會開荒一年後，香港出現「雨傘運動」，

今年更爆發已歷時半年的「反送中運動」，這些社會運動勢必對香港教會帶來巨大衝擊！作為

一間主力牧養青少年的獨立堂會，感恩上主給了我們一個很自由及坦誠的空間，與堂會的弟兄

姊妹一起反思甚麼是福音，認定福音不單只關乎神人復和，更關乎上主國度的降臨，並宣告耶

穌基督除了是個人生命的救贖主外，更是整個世界（包括社會及政治）的主！不僅如此，在

這動盪時代，堂會給予我信任並可直接回應社會需要的空間，讓我經常可用牧會的時間作「前

線牧者」，與參加遊行集會的青少年同行，又在他們失落、忿怒及恐懼時，提供心靈支援！

縱然這開荒建立堂會的道路實在不易，執筆之時，我們正面對業主加租三成半的經濟壓

力，但心裡實在感謝上主帶領我們一家走這條路，讓我能以真我，喜樂地服侍青少年， 

更讓我能與他們一起再思甚麼是教會、甚麼是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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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

參與「毅行者」是希望為疲乏得失去動力的心靈，注

入一點動力，告別「頹」，重遇「活」的自己。雖然

賽事取消，但仍感恩能夠訂立計劃、作準備、調節並

完成每一次練習，過程都是恩典。感謝教練隊友同

行，能坦然自在，找到自己的步伐，共融彼此的特質，

有說不出的滿足。期盼將來再有同行磨練的機會！

—樊翠玲（MDiv 1）

「毅」：期望鍛鍊我的心志毅力，為牧職作好準備，與香港

人共渡時艱。

「行」：在山上溫 GREEK講神學、論政、談蒙召，與隊友彼

此認識，建立默契，勉勵同行。

「者」：與不同的陪行者及參與者連結，感謝大家的鼎力支持。

「夢」：一路走來，始終「唔得」，但由包尾到跟上，見證神的恩典。雖

則好夢難圓，但盼不忘初心，於願足矣。

—葉俊偉（MDiv 3）

準備了兩個月的毅行，隨香港的局勢惡化而消失了，

但消失的又何止是一個比賽？消失了的，更是香港數

十年的面貌。比賽可以取消，準備可化作泡影，但香

港人的毅行之路卻不可言棄，仍要艱苦努力地走下

去。香港人加油！

—邱明德（MDiv 1）

Year 1 時，我已打算今年參與

「毅行者」這個看似不可能的旅

程⋯⋯學習堅毅面對，既與人、

亦讓人以多種方式同行。取消，

雖然有點失望，但箇中的豐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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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起初只敢答應陪行一段，到最後要一起行足全程，

是因為享受「同行」的過程。「同行」不在於彼此相

同，而在於在不同中，因著「信、望、愛」而同心，

齊上齊落。原來一邊行山，可以一邊講神學、分享見

証、温希臘文⋯⋯「同行」就是這麼令人興奮！即使

今年取消了「毅行者」，有點可惜，但練習的經歷已

值得回味！

—關建強（MDiv 1)

賽事雖然取消了

精神卻留下來了

透過這幾週的練習

養成。為達目標的努力與堅「毅」

學習。面對困難就一步一步「行」

認識。一起分享同行的朝聖「者」

也特別感恩：

能在這不容易的時刻

用行山的方式

接觸香港這塊動人的土地！

—廖本恩（MCS 1）

與人同行和為他人而行是蒙召過程中的提

醒，驅使自己甘願留在神學初哥和毅行老

手的心裡角力中。神學討論、生字背誦、

隊友進步、艱苦裡的笑聲都滋潤著練山中

的心靈。若沒有任何得著是否也照樣參加

呢？毅行者的取消，仿似是神幽默的回應。

願意繼續學習在同行張力中找到悠然的呼

吸節奏。

—李晶（MDiv 1）

恩典，不可忘懷。多月來，香港

也踏上了一個「不可能的旅程」，

祈願在亂世中，我們也能與神、

與人、與自己同行。

—羅允祈（MDi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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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德賢 :::
輔導科助理教授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

是師母、是臨床心理學家、是神學院老師、是一對子女之

母。常常穿梭於不同的身分與角色中，希望透過整合信仰

與生活，回應神豐富的恩典。

創
傷

每當親歷天災、嚴重意外、或親睹他人發生事故、親

歷暴力場面，舉凡直接經歷巨大威脅或災難事件，遇

事者就極有可能出現創傷後壓力症 1,2，並影響他們的

人際關係、日常工作，以至生活作息。受創者的徵狀

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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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侵性症狀：當事人不能阻止創傷記憶突然重覆出

現，包括回憶或夢境；又可能會突然感覺到或出現

某些行為反應，仿如事故重現，再次經歷創傷的情

景。此外，有些事情或挑動了受創者的傷痛記憶，

令其深感不安，甚至出現強烈的生理反應，如心跳

得很厲害、呼吸困難或冒汗等。

2. 逃避或退縮反應：受創者會避開與該創傷事件相關

的回憶、思想或感受，亦會逃避令其想起該創傷事

件的外在因素，包括人、地點、對話、活動、物件

或場合等。 

若然留意到身邊人經歷創傷症狀，並意識到何謂創

傷及其影響 3，無疑有助更適切地從當事人的角度，

體諒對方的難處，接納對方的經歷。切勿試圖向對

方「講道理」或阻止對方抒發感受，譬如「事情都

過咗去，你唔好諗咁多」、「你擔心都冇用，不如積

極啲」這類回應。反倒該讓對方多抒發自己的感受，

讓受創者和你互動時感到安心，並感覺被聆聽和接

納。然而，如症狀持續甚至惡化，就需要尋求專業

人士協助。

3. 認知和情緒出現負面變化：難以記起事故的重要

環節；為事故之發生及往後情況，責怪自己或他人；

出現擔憂、恐懼、內疚或羞恥等強烈的負面感受；

對自己、他人或世界，生出十分負面的信念。有

些患者會變得感情麻木，難以經歷正面情緒，並

對從前喜歡的活動失去興趣，對他人感到有隔膜

或距離；有些患者的行為，會顯得煩躁不安，容

易大發雷霆；亦有患者會參與一些極具風險的行

為，或做一些令自己受傷害的事情。

4. 生理激發反應：受創者會處於「極度警覺」的提

防或戒備狀態，持續感到緊張不安、或容易受驚，

無法集中精神，難以入睡或保持安睡，害怕創傷

片段在夢境中出現。

                                                                                                                                        

1.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 Arlington, VA: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2. Weathers, F. W., Litz, B. T., Keane, T. M., Palmieri, P. A., Marx, 

B. P. & P. P. Schnurr. The PTSD Checklist for DSM-5 (PCL-5).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2013.

3 因篇幅所限，可參閱拙作〈教會成為「創傷知情」的群體〉。載

於《CGST MAGAZINE》（2019年 10月 17日）。下載自 https://

magazine.cgst.edu/2019/10/17/教會成為「創傷知情」的群體 /

（2019年 11月 22日下載）。

（本文資訊僅供參考，有關疾病的診斷及治療，必須諮詢醫生意見，

尋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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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競業 ]
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

書蟲一名，年輕時醉心於經濟學，詫異簡單的理論架構竟能洞悉世界變幻。後來體會到人

心的轉變比統計數字的起伏更加奇妙和振奮人心，投身福音工作，先後在紐約和香港參與

牧會。然繼續不自量力的要去探求人心變幻的來龍去脈，遂馳騁於古往今來的思潮文化之

中，以神學佬自鳴。有一妻三女幫助他貼地而行。

《竊聽者》（Das Leben der Anderen）是德國在 2006年發行的電影，是

一部以二百萬美元低成本，卻拍出高質素的電影，奪得多國影展的獎項，

包括 2007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這部電影以平實的手法，道出了一個

動人的故事，提醒我們做人的最基本原則。

故事發生在 1983年的東德，主角是國家安全局 Stasi的竊聽員Wiesler。竊聽員
的責任是監視被懷疑政治不正確的人。電影甫開始，Wiesler教導一些新手如何
拷問疑犯，重點是剝奪他們的睡眠，不斷重覆地問同一問題，即使再堅強的疑犯，
最終也敵不過這種手法而道出真相。箇中的潛台詞就是：要忘記對方像你一樣也
是個人，同時要看疑犯只不過是個謎語，做到這樣，你便可成為出色的竊聽員。

電影餘下的兩小時，告訴我們Wiesler是如何重拾他的人性。作家 Dreyman與
他的著名演員女友 Sieland，被國安局懷疑只是表面上忠心愛國。於是，派來
Wiesler監視他們。先在 Dreyman住所內安裝竊聽工具，然後他和另一位竊聽員
在這座公寓的空置閣樓輪流當值，監聽他們的言行。劇情佈局不乏峰迴路轉之處，
在此從略。簡而言之，Dreyman為了良心，決定寫下東德的各種社會問題，然後
偷運至西德發表，可惜女友 Sieland卻為了她的演藝事業，在軟弱中出賣自己的
良心。意想不到是 Dreyman的良心觸動了Wiesler，因此沒有披露竊聽得來的秘
密，結果犧牲了自己的前途。

電影描寫Wiesler的改變，細膩感人。一直以來，他都是孤伶伶一人，住在簡陋
的住宅。自開始進入 Dreyman和 Sieland的生活以後，他開始閱讀 Dreyman

的作品，去找妓女嘗試性生活，甚至想辦法鼓勵 Sieland堅持她的理想。Wiesler

那副冰冷的面孔下，藏著一顆血肉之心。他以為自己只是個竊聽者，但當他接觸
到別人心靈深處的掙扎時，他的生命也不知不覺地被更新並變得人性化了。

面對極權政府，也許我們無法改變現實，但我們可以堅持做一個有良心和愛心的
人。這份做人的尊嚴是政府不能奪去的，甚至可能是對付極權政府最重要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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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4 6770  |  admissions@cgst.edu
www.cgst.edu/events/camp2020

獻身營

主題講員

陳關韻韶老師
實踐科副教授

余振陵博士
延伸課程主任、
聖經科助理教授

課堂體驗及個別面談：教授團
見證分享：同學及校友

入營時間
2020年 2月 14日 星期五 (2:30 pm)

離營時間
2020年 2月 16日 星期日 (1:00 pm)

地點：突破青年村
費用：個人 $700 夫婦 $1,300
    （25歲或以下半費優惠）
截止：2020年 2月 7日或額滿即止 







奉獻方法：

單次奉獻www.cgst.edu/support_oneoffgiving 
■ 直接存入銀行戶口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往來戶口 546-066952-001，存入後可將存款正

式收據寄回、傳真（2794-2337）或電郵（info@cgst.edu），本

院按收據發出正式奉獻收據。

■ 郵寄支票
 抬頭請寫「中國神學研究院」或“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並寄回本院九龍塘多實街 12號。
■ 網上信用咭轉賬

每月定額奉獻www.cgst.edu/monthlygiving 
參與「使命承傳」每月定額奉獻，透過銀行或信用咭自動轉賬奉獻。

印刷版：

如閣下欲收閱印刷版“CGST MAGAZINE”，歡迎到本院網站 www.

cgst.edu/printmagazine 登記或填妥以下回條寄回（九龍塘多實街 12

號）或電郵（dev@cgst.edu）或傳真（2794 2337）本院拓展部收。

稱謂 □先生 □女士

姓名（中）                                                                                                                    

（英）                                                                                                                    

電郵地址                                                        日間聯絡電話                                                                                  

地址                                                                                                                              

國家 / 地區                                                                                                                      

網上版：

如閣下欲訂閱電子版“CGST MAGAZINE”，歡迎到本院網站 www.

cgst.edu/subscribe登記，日後我們將以電郵發放。

奉獻支持
神學教育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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