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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擾亂世中的

信仰探索與

踐行
1974年的《洛桑信約》（Lausanne Covenant）是第一屆世界福

口號在世界各地高唱入雲。本地則經歷自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

音洛桑會議的宣言，也是近代福音信仰最具影響力的認信文獻。來

運動，港人民主夢碎，中港關係陷入僵局。我們不但失落了力爭三十

自全球150多個國家，約2700位福音派教會領袖在主面前莊嚴地確

載的社會願景，更痛心看到本地文化和核心價值逐漸崩壞。在這重

認信仰，並決志順服基督的差遣，把整全的福音帶到整個的世界。其

塑公共價值的關鍵時刻，公民社會極需要更多真誠的對話和合作。可

中，關於「基督徒的社會責任」的一段，即或在43年後的今天，讀起

惜的是，公民社會因著各種爭議已日趨分化撕裂，理性討論變得更加

來仍然擲地有聲：

舉步為艱。

我們確信，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當共同
負擔起祂對人類社會的公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各種
壓迫的人的自由的關注。⋯⋯我們在此表示懺悔，因我們忽略了
社會關懷，有時認為佈道與社會關懷是互相排斥的。儘管與人和
好並不等同於與上帝和好，社會關懷也不等同於佈道，政治解放
也不等同於救恩，我們還是確信：福音佈道和社會政治關懷都
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因為這兩方面是我們在神論和人論的教
義上，以及我們對鄰舍的愛和對基督的順服的必要體現。⋯⋯我
們所宣告的救恩應當在個人生命和社會生活各方面都改變我們。
信心沒有行為就是死的。1

多元社會，需與不同群體對話協作
當時代的挑戰迫使我們離開昔日的安舒區時，或許也是一個寶
貴的機遇，讓我們再一次謙卑地回到上主面前，認真檢視和更新教會
在鄰舍中的見證。歷史告訴我們，基督信仰在流離變遷的時代中仍
然能展現其強韌的生命力。基督教會在香港戰後極艱困的處境中，也
曾對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社福制度的建立作出重大的貢獻。我們
深信，基督信仰傳統一方面蘊含豐富的屬靈資源，能幫助我們與公民
社會一同探索、塑造和維護良好的公共價值；另一方面，仁愛和盼望
的信息能消弭恐懼、猜忌與仇恨，有助搭建溝通的橋樑。
展望未來，「信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期望藉著多種的形式，包

社會關懷，信徒在地上不能推諉的責任

括神學講場、延伸課程、學術研討會、公開講座，以至網絡平台等，與

信約提醒我們，福音佈道與社會關懷之間，存在著一種既不相混

弟兄姊妹一起探討如何以福音信仰回應時代的需要和挑戰，演繹對

淆也不容分割的關係。兩者同是基督徒對鄰舍的愛和對基督的順服

社會的關懷和責任。特別在這多元的公民社會中，我們很需要與不

的必要體現，是我們在地上不能推諉的責任。中神於2012年成立「信

同恩賜和負擔的群體對話、學習和協作。我們懇切地祈求上主的恩

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正是希望與眾教會的弟兄姊妹一同反思和

典和引導，好讓我們能認真回應愛鄰舍的誡命，並共同塑造真誠、仁

探索如何在這複雜多變的時代中實踐基督徒對社會的關懷。

義和滿有恩慈的公共價值和生活。

李耀坤
趙叔榮・霍佩芳教席副教授（神學科）
信仰及公共價值研究中心主任

環視國際和本地的處境，我們的世界無疑正經歷翻天覆地的轉
變。二戰後的國際政治秩序和價值備受嚴峻的考驗，「本土優先」的

1 John Stott, ed., Making Christ Known: Historic Mission Documents from the Lausanne Movement 1974-1989 (Cumbria: Paternoster Press, 1996)
pp. 5-55, especially p.25. Chinese translation: www.lausanne.org/zh-hant/covenant-zh-tw/lausanne-covena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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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行蹤
•
•

龍城浸信會邀請，講授「從民間信仰與

席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二十週年紀

談」中，主講：「新約如何出死入生」。

宗教談華人的人生關注」課程。

分享會。
張略牧師於10月13至18日前赴加拿大
溫哥華，期間出席加拿大區董事年會、
•

崇拜證道、主領中神之夜培靈會，主題：

•

「職場中適者生存？」及「反思協作的教
與學」，並與當地奉獻者及區委會面。
隨後於9至14日前往美國紐約，出席美
國董事會年會，期間主領公開講座及崇
拜證道。

書九到十一章看神對猶太人的救贖之

李適清博士於9月30日上午出席香港神

計劃」。
•

同工消息

本院與前線差會、建道神學院跨越文化
研究系及播道神學院於10月19至23日

陳關韻韶老師於10月1日應邀出席世界

教授動態
副教務長張智聰博士於８月30日至9
•

宋軍牧師於10月1日應香港浸信教會

回應講員；10月23日歐醒華牧師在教

年紀念（1997-2017）感恩崇拜暨資助

邀請，在「中國雙週」中擔任專題講座

牧、宣教士及差會同工交流會：「宣教

計劃分享會。

講員。

植堂運動中的健康教會指引」中擔任

雷競業博士於10月8日應邀出席由基督

回應講員。

校友消息

雷競業博士於10月25至30日前往德國

•

Research Seminar，期間發表文章

教團合辦的澳門基督教書展，並擔任

出席由World Reformed Fellowship

‘Psalms, Desires, and Ethics: Reading

「宗教改革500週年」講座講員，講題：

主 辦 的 研 討 會，大 會 主 題：”T h e

「如我信—宗教改革的勇氣」。

Global Impact of the Reformation

•

and its Relevance for Continuing

潘怡蓉博士於10月9日應福音證主協會

Reformation”。

潘怡蓉博士於9月5至6日應台灣聖光神

邀請，主領「都會退省日營」講座。又於

學院邀請，主領「開學培靈週」四堂靈

10月16至18日應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

修講座及兩晚培靈會。

邀請，前往南京參加第一屆教牧學博士

及倫理研究中心邀請，在「2017生死倫

課的開學典禮及教授教牧學博士研究

理」講座中，主講：「靈修苦難徑」。

教務長李適清博士於9月15日應保誠基
督徒團契邀請，於 25 週年感恩祭聚會主

拓展主任羅仲軒先生於9月19日代表學
院出席世界傳道會／那打素基金二十週

教宣道堂港澳區聯會和基督教文字宣

•

•

研討會：「穆宣本色化的挑戰」中擔任

出席由靈風基金主辦的 Postdoctoral

Psalms 63 and 84 with an Ethical

會，並於主日崇拜證道。

浪潮 A Wind in the House of Islam」
講座。10月20日陳關韻韶老師在專題

生命之道事工主任梁國權先生於8月24
至28日於北京國際基督教會主領培靈

合辦「2017靈風飊起—穆斯林歸主

典禮中擔任訓勉講員。
•

•

聖經與宣教講座分享，主題：「從羅馬

OM 六十周年感恩會，並於總幹事就職

三十週年院慶感恩活動。

•

地的教會生活」。

李適清博士於11月3至8日前赴加拿大
多倫多，主領專題講座及工作坊，主題：

薛霞霞博士於10月17日應選民事工差
會香港分會邀請，於其成立十週年之

福音動員會（香港）總幹事就職典禮暨

日代表學院前赴山東，出席山東神學院

Eye’
。

•

•

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於10月31至11月2

月21日赴英國牛津大學 Wycliffe Hall

•

會希伯崙堂邀請主領講座，主題：「貼

教務長交流會。

餐會中分享，主題：「中國基督教發展
與神學教育機遇」。

副教務長黃國維博士於9月29日應宣道

學教育協會2017-18年度第二次院長與

「活在這恐慌的年代」，以及在教牧午

•

宋軍牧師於10月12日至12月14日應九

理研究中心邀請，在「2017生命倫理對

•

•

•

代院長張略牧師於9月19日代表學院出
念（1997-2017）感恩崇拜暨資助計劃

•

辛惠蘭博士於9月21日應明光社生命及倫

•

葉陳小娟（MDiv 2015）於8月份出任世
界福音動員會(香港)總幹事。

•

周曉暉（MDiv 2011）於10月22日在宣
道會北角堂接受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按
立為牧師。

潘怡蓉博士於10月26日應明光社生命

方法論的密集課程。

講信息，主題：「興起發光、作祢門徒」。

請為我們

代禱

•

請記念院長李思敬牧師身體，求主施恩醫治。

•

上學期將於12月初結束，老師及同學都忙於完成學期終結的教學、功課及預備考試，

電子

奉獻收據

本院為響應減少用紙及支持環境，自今年9月開始，改為透過電郵寄發奉獻收據。若您
沒有電郵地址或選擇透過郵寄收取奉獻收據，本院會作出配合。感謝您支持環保。

求神賜力量和智慧，叫他們有充足的能力和精神應付。
•

學院各部門現正計劃明年的事工發展及財政預算，求神賜各部門主任有智慧策劃及
推展學院的工作。

•

為11月25日神學教育導向日祈禱，幫助弟兄姊妹藉此機會認識中神神學教育課程，以

2017年 8-9 月

經常費財政狀況

及更能明白神的心意。
HK$

收閱中文電子版《中神院訊》

奉獻

3,729,317

學費及其他收入

3,568,701

收入合共

7,298,018

支出

(8,547,694)

本院每兩個月印製的院訊，需要砍伐林木。若您也想一起為環保出力，誠邀您從下一期

本期不敷

(1,249,676)

開始，改為收閱電子版院訊。您只需到https：//www.cgst.edu/ebulletin_chi 按此填寫

承上期不敷

(1,016,982)

本年度不敷

(2,266,658)

資料，從下期院訊開始，您便會收到中文電子版《中神院訊》。感謝您為保護地球出一
分力！

註：尚欠銀行按揭貸款：13,213,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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