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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

感恩與代禱
•	感恩新學年有 11 位同學入讀校本部全時間及校外
進修碩士課程，求主帶領他們的學習和適應。

•	2020-21 年度事工報告經已出版，詳情請參閱
《2020-2021 年度事工簡報與展望》，或到學院
網頁 www.cms.org.hk 下載。

•	感恩去年因着政府推出的「保就業」計劃，和各肢
體的奉獻支持，學院錄得豐足盈餘，使累積不敷降
至 HK$176 萬（截止 2021 月 6 月）。

•	請 記 念 學 院 在 2021-22 年 度 經 濟 上 需 要
（HK$1,110 萬），求主預備。

教職員消息
•	教務主任葉沛森博士於 2021 年 8 月 6 日辭任神學
及歷史講師，並將移居英國。感謝葉博士過去的忠
心服侍和教學，祝福葉博士和家人在彼邦有好的適
應，展開新生活。

校友消息
•	恭賀林美蓮校友（BTh	 2010）於 2021 年 6 月 16
日 獲 美 國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按 立 為 牧
師，並祝福她在美國俄亥俄州 Cleveland	Clinic	
Mercy	Hospital 的院牧服侍。

我們必須認清，儘管去與留所要面對的問題並不相同，
但「文化衝擊」卻是大家都必須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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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再一次成為不少香港家庭的重大抉擇，猶如一
場進退兩難的內心交戰……

或去、或留，每個人及每個家庭都有各自的考量。事實
上，這場內心交戰需要考量的，又豈只在於去或留？不
論是遠走他鄉，還是留在香港，那擺在我們面前的，
都會是「陌生」的場景。面對當前情勢，離開可能是
一條出路，但選擇離開的人卻必須有心理準備，異鄉的
生活並不容易適應，那麼……	選擇留下來嗎？社會變
奏既已篤定，留下的人亦不能存天真幻想，以為一切會
依舊。面對香港的新情勢，縱然並非親身去到異文化地
方，不容否認的是，一股異文化已臨到身邊！我們必須
認清，儘管去與留所要面對的問題並不相同，但「文化
衝擊」（culture	shock）卻是大家都必須面對的挑戰。
這令人想到投身跨文化服侍的宣教士，他們到異地宣
教，亦必然會遇上「文化衝擊」的挑戰！

「文化衝擊」是指一個人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後，在適
應新文化時所產生的情緒困擾。經歷「文化衝擊」的人，
會感到焦慮、無助、被排拒、精神受壓抑、睡眠不安等，
更會對新文化抱持敵對態度，亦會逃避面對那些令自己
感到不舒服的人與事。宣教士在進入工場前，就必須要
有種種心理準備，去迎向文化衝擊帶來的挑戰。

面對異文化，宣教士會如何應對？在《先知式對話：今
日基督教宣教反思》一書中，作者就提到，宣教士在
異文化中宣教和生活，需要有兩項重要的生命操練：
「放手」（Letting	go）與「直言不諱」（Speaking	
out）。1	這兩項生命操練放在一起，或會顯得有點矛盾，
但若要在異文化中服侍，兩者都是重要的生命操練。

「放手」，是指放下自己既定的習慣和生活方式，以尊
重和虛心的態度去觀察，去聆聽新文化處境的面貌。當
一個宣教士進入異文化時，作為局外人，肯定會有很多
不習慣，然而，即使異文化處境與自己本身看法存在極
大的差異，宣教士也應該先細心觀察和聆聽，而非立時
予以否定；甚至有個說法：宣教士在剛開始進入服侍工
場時，第一年要學習的就是「閉口不言」！ 2	這裏所說

的「放手」，不是一種只為博取友誼的手段，而是源於
一份真誠的謙卑，甘願放下成見，細心聆聽和觀察。「放
手」的背後，是對上主的尊重和敬畏，是要「讓上主成
為上主」（Let	God	be	God）。不論眼前狀況如何，
仍然確信那位主導着世界歷史和萬有的上主；即使在最
邪惡、最混亂不堪的地方，上主也可以透過不同的人和
方式向世界彰顯祂的權能。「放手」，雖然好像是要放
下個人意願，但其實卻是在細察上主的作為，觀看祂的
恩典要怎樣在這異文化中展現出來。

而「直言不諱」則是指宣教士和信徒在宣教場景中
毫不退縮的信仰表述。若說「放手」是「局外人」
（Outsider）的生命操練，「直言不諱」就是「局內
人」（Insider）的生命操練了！宣教士不論到了甚麼
地方，他們都是天國的子民，是天國中的「局內人」，
有責任和使命在世界中見證信仰的真實。每每遇上信仰
和文化有衝突時，天國子民一方面需要真誠地面對當地
文化，同時又必須誠實地檢視自己的信仰，並深入思
考，作出辨別。文化中那些地方確實與基督信仰違背？
那些只是文化價值觀的差異？思考和辨別過後，就要大
膽地為信仰作見證，對忠於聖經的信仰價值作出宣告
（annunciation），同時也要對那些有違基督信仰的事
情作出譴責（denunciation）。這種「直言不諱」，不
單是言語上的宣告，更需要的是一種身體力行；在自身
環境中，不論是在家庭、學校、公司等等，都要見證信
仰，活出基督信仰的價值。

宣教士們離鄉別井，到陌生的異國傳福音，這是出於上
主對他們的呼召；在離開家鄉前，應該已做好心理準備
去面對文化差異帶來的挑戰。今天，選擇離鄉別井的
人，亦需要在離開前做好作異鄉人的準備；即使生活在
陌生國度裏，作為局外人，或許可以更多學習「放手」，
抱持開放的心，細察上主在彼邦的作為。在新的地方，
開展新的生活，仍然可以尋求上主的引導，讓自己在新
地方繼續履行上主交付的使命。因為不論身在何方，在
上主國度裏，都是上主的局內人，都要「直言不諱」地
為主作見證。

離開的人，或已做好心理準備迎向陌生文化；可是對留
下來的人來說，一切卻顯得有點被動。面對「新文化」
的臨到，人似乎無權選擇，只可以在不得已之下被逼着
去面對轉變。在這情況下，人或會感到沮喪和無助，只
是，不論環境何等不堪，卻仍要深信上主是那位掌管歷
史和萬有的主宰。在「新文化」下，學習「放手」，細
心觀察上主的作為要怎樣在這艱難的處境中彰顯出來；
與此同時，在「新文化」中，繼續探索可以怎樣有智慧，
並且身體力行地見證信仰，譴責那些有違信仰價值的事
情，活出忠於聖經的信仰價值，繼續「直言不諱」地宣
告信仰的真實。

當然，何時要「放手」，何時要「直言不諱」，要判斷
毫不容易！事實上，不管是「放手」，還是「直言不
諱」，這都不只是表面、外在的行動；真正能夠促成
這些外在行動的，乃在於個人與上主的關係。唯有緊緊
連繫上主，人才可以作出屬靈的辨識，帶着真誠謙卑的
心，細察上主的作為；同時也在上主的帶領下，知道自
己在甚麼時間，以怎樣的方式去為上主作見證。讓自己
時刻連於上主，這是屬靈生命的培育，是在任何環境下
教會和信徒都必須努力的事。上主才是一切意念和行動
的動力源頭，只有祂可以帶領屬於祂的人，在充滿挑戰
的處境中，一直持守信心和盼望，不致動搖！

人其實非常有限，在變動不安中，人更顯得軟弱無力；
然而，情勢雖然變化得快，但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
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來十三 8）。在宣教學中常常
提到「上帝的宣教」（Missio	Dei），其中要強調的就
是上主的主權：在上主整個救贖計劃裏，祂是掌管世界
和歷史的那一位，也只有祂能成就救恩。我們在上主的
手中，從來都只是祂的器皿而已，我始終深信，世上的
人會過去，制度也總有過去的一天，惟有上主的國度卻
要永存！

 1.  Stephen B. Bevans and Roger P Schroeder, Prophetic Dialogue: Reflections on 
Christian Mission Today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2011), 88-100.

 2.  Bevans & Schroeder, Prophetic Dialogue,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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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否想過閱讀竟能拯救生命？

串流電影《納粹鐵蹄下的密函情書》講述二戰後期，英
國一個小島的幾個難民，竟因舉行「讀書會」作為掩
護，避過納粹德軍審查的危機；亦在戰火奪去家人的傷
痛裏，藉着閱讀感動人心的文學經典支撐心靈。當戰爭
硝煙漸遠，讀書組仍持續不斷，後來更成為戰後醫治創
傷，重整生活的支援團契。

抗「逆」疲勞的這年間，讀書看似不能改變甚麼，卻能
操練我們在此時此刻，不會停止對社會與生命周遭之
事，進行反思與發問。本文嘗試從處境、閱讀的人性論
及筆者從群體閱讀的個人體會，分享閱讀能為我們帶來
怎樣的力量。

1.	閱讀作為堅持思考的力量	

閱讀鄂蘭（Hannah	Arendt）著名作品《邪惡的平庸
性》，	 1	我們發現，大眾拒絕思考是導致邪惡肆無忌
憚、有恃無恐地擴張的根源。鄂蘭於1961年親身前往
耶路撒冷，出席聽證在二戰中，針對猶太人實施的種
族滅絕計劃「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人—艾希曼
（Adolf	 Eichmann）的大審判。在艾希曼身上，鄂蘭
驚訝地發現，即使他是協助運送數以百萬計猶太人到
集中營的總工程師，在他身上，卻找不到一般人所想的
極端邪惡，在他的答辯裏，他深信自己無罪，只是忠誠
地執行上級頒布的任務。像他這樣的忠誠庸材，充份
呈現極級的邪惡，可以因放棄思考而產生。時局變幻

難測，閱讀能逼使人在精神意志上，持續堅忍

地思考何為值得堅持的事。南非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被囚禁超過二十年，他回憶在獄中能捱過
艱苦的年日，全因堅持閱讀，並堅持相信他所閱讀的事
情，必會成就，此信念讓他捱過了漫長無望的日子。

《無權勢者的力量》指出當人們被灌輸以物質滿足為人
生最高價值，只要有溫飽便需知足和感恩，不需思考，
也不應追求不切實際的精神價值，如此狀況導致最嚴重
的危機，是人們漸次地習慣，把不合理的事情視之為合
理。作者哈維爾（Václav	Havel）曾提及「盼望和樂
觀截然不同。盼望不是深信某件事必定成功，而是認
定那件事必有意義，不論它結果如何。」2		書中提出在
抗「逆」的處境底下，保持思考能使人追求「活得磊落
真誠」（或理解為「活在真相中的人」），他們並非一
般意義下的社會異見者，只是期盼活出真實的人性，能
「挺起腰板，活得像一個人那樣充滿尊嚴而己。」3		追
求活得磊落真實的人，原來並不孤單，當發現有不少同
路人，堅持以同樣的方式生活時，便會「創造出一個更
深更開放的關係，在人們中間突然激發起強烈而真實的
休戚與共、真正活在群體中的感覺。」4

2.	閱讀作為人性解蔽的力量 5	

關於活出真實的人性，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 t in	
Heidegger）曾提及，真實人性的發現，是被拋置於世
界的人類，其存在的解蔽（entbehren）過程。人性的
解蔽竟與閱讀的人性論及閱讀聖經有所和應。

英國當代神學家韋伯斯特（John	B.	Webster）其著名
作品《聖經：一個教義的勾劃》，重新以神學方式，
評估聖經的本性及解釋聖經為何等的活

性和思想確被「驅逐」。為求受教於聖經指涉的上帝的
話語，放下自我的思想，從而帶來更新轉化，成為聖別
的讀者，合乎主用。13	忠心地閱讀，不但沒有放棄人性，
當停駐安躺於上帝的話語中，才能發現本真的人性，告
知我們人算甚麼。於此，確認人本是上帝的受造之物，
需要創造者的護佑，祂才是我們人生的主宰，更會察
驗，作為人，我們有被愛與社群的需要。

3.	閱讀作為團契生活的力量	

許多時我們會以為，閱讀只是為了追求知識而作的活
動，筆者卻曾於神學院深造研究院課程時，與教授和同
學們透過組織讀書小組，有另一番體會。此讀書小組
起初成立的目的，確是為要仔細閱讀不同的神學及哲學
經典作品，也期望能操練自己，避免日盛的孤詞比附與
「後真相時代」的寫作陋習；也確信群體閱讀的力量，
能在彼此的尊重下，砥礪前行。近年很多人說需要「圍
爐取暖」，共渡逆境，群體閱讀可說是更有深度的另類
支援。讀書組逢星期一早上舉行，即是運用教牧例假的
時間，持續幾年後，不但在知識上有所增長，更發展成
團契生活的關係。除了讀書外，透過每週的相聚，成員
珍重能彼此分擔牧會的得失；也曾於2019年社會事件
正盛時，我們選讀在亂世中堅忍走過的神學家作品，藉
處境反思神學與教會的使命；也曾與參與我們的神學院
老師一起，共渡患病與家人離世的傷感歲月。

閱讀給我們思考的動力，評估要以怎樣的方式生活。藉
閱讀體現人性真實的需要，也從群體一起閱讀，藉文字
與思考的交流，共構想像與互勉，是團契生活的力量，
也是在逆境未知何年月告一段落時，成為無力者（們）
的力量。

動。在書中他對閱讀這項活動，有十分獨到的見解。
韋伯斯特認為，人性決定了閱讀之本質，因此要先從
神學的觀點來討論，究竟閱讀聖經的讀者（reader	 of	
Scripture）是甚麼。6	韋伯斯特引介德國哲學家叔本
華（Arthur	 Schopenhauer）所提出的一種「閱讀的
人性論」（anthropology	 of	 reading）來討論，叔本
華將「為自己思想」（thinking	 for	 yourself）和「閱
讀」（reading）兩項活動強烈地區分起來。7	其中
「思想的活動」含有兩個重要的人性論元素：即時性
（immediacy）和自主性（autonomy）。8	這要說明
人類不但從自然世界的經驗來累積知識，更需要通過人
類的智性活動與其判斷的能力來建構，這判斷力的背後
是「自主的心靈的運作」。叔本華提及判斷不是學習得
來的，而是自我衍生的，學習得來的事情好比「人工製
造的四肢、假牙、蠟筆」。9	自主性用以確保判斷力的
純正和心靈不被加重負擔，意即要排除外在的影響，
不假外求來建構知識，在不被外在的力量強迫的情況
下，叔本華主張個人的思想才是本真的（authentic）
人性。10	相反，閱讀的活動卻侵蝕自主性，將思想者的
自我位置驅趕出去，叔本華認為這是一種由「外在的強
制力」和「異己」（alien）的力量驅動所產生。11	叔
本華對閱讀明顯持較負面的理解，他指出：「閱讀是為
自己思想的替代品，因閱讀的活動像容讓其他事物代替
自己及指導你去思想，且這活動會驅逐你自己的想法。
如此，放逐自己的思想，乃是對抗心靈的罪」。12		

叔本華的觀念說明閱讀的活動及讀者的人性論，有密不
可分的關係。然而，韋伯斯特反面建議，忠心地閱讀聖
經，卻務要達成如叔本華所反對的情況。是以，韋伯斯
特更傾向使用「閱讀」而不用「解釋」來描述認識聖經
的活動，因為閱讀聖經便要立志交付自己，把自己置於
上帝話語的場域與聖靈引導的統管底下，讀者自主的人

閱讀，無力者們的力量 周震聲
神學客座講師／中宣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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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課程現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或致電 5802 5336 查詢。

科目 講師 上課地點 / 形式 開課日期

聖經導師培育文憑

教導者成長之旅——
教與學的歷程

潘玉萍博士 實體課程，
本院上課

10月 9日（隔週六）

普及神學證書課程

彼此塑造的群體 黃韻妍博士 Zoom網上課程
另附設退修日營

10月 7日（逢週四）
退修日營：
11 月 13 日（週六）

相遇一刻
──約翰福音中的相遇故事

凌望基老師 錄製課程 11月 2日（逢週二）

普及神學（婦女）證書課程

為母的心——
尋回安穩的力量

徐林貴珍老師 實體課程，
元朗區教會

10月 7日（逢週四）

2022 年度門徒培訓證書課程

基礎門徒培訓（婦女）
證書課程

麥坤美老師 實體課程，
本院上課

2022 年 1月 10 日
（逢週一）

基礎門徒培訓證書課程 鄧心寧老師 實體課程，
元朗區教會及
本院上課

2022 年 1月 5日
（逢週三）

報讀優惠（首次報讀校外碩士課程適用）：
首次修讀學分者，可獲 8 折優惠 ($3,960)
首次「旁聽」者，可獲半價優惠 ($1,725)
全年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
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課程 講師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神學人觀與靈性牧養 陳凱欣博士 宣道會忠主堂 9月 2日（週四）

教會歷史 鄞穎翹博士 心靈靜舍 9月 3	日（週五）

禱告的理念與實踐 黃韻妍博士 中華錫安傳道會華基堂 9月 6	日（週一）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教牧學碩士（基督教靈修學）、
基督教靈修學碩士暨文憑、基督教屬靈導引碩士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課程

秋季課程（9 至 11 月）

收入 經常費奉獻 2,317,631	

宣訓奉獻 234,210	

學費及其他收入 549,046	

總收入 3,100,887  

支出 教職員薪酬 (1,134,886)

宣訓支出 (322,034)

行政及課程支出 (790,818)

總支出 (2,247,738)

本期盈餘 / ( 不敷 ) 853,149 

將投資淨收入及利息收入撥至校園發展基金 (73,679)

累積不敷 (1,758,591)

購置設備 	

2020 年 7月至 2021年 6月份購置必需設備及工程支出 (55,105)

回應表
本人／機構願意奉獻支持貴院事工：
□	經常費	 ○	神學教育經費	HK$________________
		 		 	 ○	教職員薪津	HK$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宣訓	/	內地事工	 ○	經費	HK$________________
		 		 	 ○	宣教同工薪津	HK$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資助		 ○	本港		○	內地			HK$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校園發展基金	HK$________________
□	其他	HK$______________	（請註明：_________）
	
奉獻方式：
□	一次性捐款	HK$________________
□	持續奉獻			共	__________ 月	/	年
		 	每次奉獻金額：HK$________________

奉獻方法：
□	劃線支票	
	 （抬頭：" 中國宣道神學院有限公司 "	或	"Chinese	Mission	Seminary	Ltd"）

□	以自動轉賬方式，請把銀行自動轉賬申請表郵寄給我
□	直接存入戶口，並寄回銀行存款單
	 （匯豐銀行：106-081789-001	/		中國銀行：012-874-0009	0110）

□	信用卡		○	VISA	/	○	MasterCard	
		 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卡有效期至	_____	月	_________	年
		 英文正楷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持卡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定期捐助者若以信用卡捐款，有關款項將會定期過數，直至閣下另行通知為止。
#	奉獻滿 HK$100 以上，將獲發收據，憑收據可在本港申請減免稅項。
#	本院承諾根據香港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保障你的私隱權利。

個人資料： 
姓名：	（牧師	/	先生	/	女士	/	教會	/	機構）
（中）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 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把回條傳真、電郵或寄回中國宣道神學院

如需	* 更改地址／暫停收閱，請於上表填上個人資料及郵寄編號，
電郵或傳真至本院。
郵寄編號：____________（英文字及六位數字編號）

網上奉獻

看見人、看見神

生命故事

督印人：陳凱欣博士   ︱   編輯及製作：拓展部   ︱   署理院長：陳凱欣博士
地址：香港新界元朗洪屋 130 號   ︱   電話：(852) 2986 5433 / 5802 5300 

傳真：(852) 3117 6043   ︱   電郵：info@cms.org.hk   ︱   網址：www.cms.org.hk

財務報告 2021 年 5 月至 6 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課程推廣

普及神學課程（10 至 12 月）
信徒神學培育部課程

以上相關的問題可以有很多，最終問題仍回歸到上帝以
及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上。談論人，離不開上帝；談論上
帝，離不開人。我們的信仰正是談論上帝與人的關係。

人其實是很複雜的，不是三言兩語便可描繪「人是什
麼」。世上的人亦很多，不同性情、不同思想、不同背
景、不同經歷、不同語言文化……構成及塑造一個人的
因素是如此多，因而認識一個人真的需要智慧、時間以
及上帝的愛。相信在牧職當中的我們、在教會成長的弟
兄姊妹們對此深有體會。

只是，我們對人的理解及論述有時過於簡單，覺得好像
有一條公式可以套用在所有人的身上，因此，難免令人
對接觸或進深認識信仰卻步。現代及後現代的世界早已
不再單元，多元是我們的現實。但假如我們相信福音是
上帝的大能，便不會擔心福音的大公性不足以涵蓋身處
多元世界的人的生命。問題是我們需要在神學議題、信
仰的論述上有更深刻的思考，以免停留於只有單向的思
維，或以過時的舊餅，繼續餵養飢渴的人，卻令他們不
得飽足。

這也是我年初從牧職中退下來，九月將再回到神學院繼
續進修的原因。我盼望在系統神學中更深地理解及闡釋
上帝與人的關係，以致獲得思維上的更新而影響將來的
實踐，更甚者是將來可以從事神學教育，栽培委身上
帝、委身人的事奉者。

「你對人有無興趣呀？」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我是在問戀愛的事情，而是在問：「你
對人這種在世上獨一無二的生物感到好奇、感到有興趣
嗎？」我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我們的信仰是切切實實
地關注人的生存，而我們的事奉亦與人的生命大有關
係。我們關注人是因為上帝關注人，只是「人」從來都
是一個難題。假若人不存在於世上，相信世界會比現在
美好得多，至少看來其他的受造物會按上帝的心意生養
眾多、繁衍下去，也免受人類的錯誤干預。但奈何聖經
卻告訴我們，上帝最後創造了人類，並將管理這受造界
的職份賜予了人類。人類，是上帝在受造界的代理人。
雖然上帝明說著這個祂所創造的世界是美好的，然而加
上人類之後，卻好像成了創造的敗筆。

人類是世上最難解的題目，這也是我從小便問的問題。

「為何上帝創造人？」
「為何人要掙脫離開上帝？」
「人性是什麼？」
「上帝如何挽回這災難般的發展？」
「人如何在三一上帝的拯救下重生，並恢復原初上帝所
創造的本性呢……」

羅曉彤
中宣校友會主席

現正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