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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格拉斯哥華人教會相聚

追尋

剛履新為延伸課程主任的余振陵（Kelvin），除了是我們的道學碩
士（MDiv 2009）及神學碩士（ThM 2013）課程畢業生，更是榮獲蘇

振陵（右二）與父母及太太

智慧
專訪余振陵

格蘭愛丁堡大學及中神聯合頒授哲學博士學位的第一人。

求知 在書本間，在牧養中
這課程於2013年正式開辦，其時Kelvin剛好完成ThM。本已打算

個論文研究的最大關注，就是近年出現許多有

繼續進修的他，卻沒有接續報讀：「因為讀完〔ThM〕後，都～比～

關衝突處理或調解的理論與技巧，這些固然很有幫

較～疲～累～！哈！哈！所以，休息了一年。」莫非讀書多，身體真的倦

助，但對信仰群體而言，面對衝突，核心是如何維持群體的

了？其實，對向來學業成績優異的Kelvin而言，修科、寫文絕非難事，

合一。而我們必須回到一個問題上：『我們到底是誰？我們這群體是

反倒要應付極高的自我要求，難免疲乏：「論文很快完成，十分順利。

一個怎樣的群體？』，這正是社會學理論講及的『社會認同』（social

只是寫作過程，壓力很大。至今依然印象深刻是一開始提筆，我不斷

identity）。不過，要把研究結果應用到教會的實際場景中，還有距

對自己說：『我要寫一篇很好的論文。』哈～哈～哈！這是我性格上需

離，仍要多加思考。」

要不斷克服的地方，仍在學習中。」

按照學制安排，Kelvin頭一年要留在愛丁堡大學，提交論文大綱

從學海暫退下來的那一年，Kelvin繼續在中華基督教會鰂魚涌堂

並修讀基本科目，中段可回到中神繼續研究寫作。最後半年，則重返

擔任義務傳道。事實上，這裡一直是他事奉的地方，從MDiv實習、

愛丁堡完成論文及應考口試。既要遊走兩地，亦要與兩地論文督導保

全職投身到義務參與，直到今天：「雖知道自己的恩賜確在讀書研究

持緊密溝通，確是不易，但Kelvin十分珍惜這樣的學習經驗：「好處

上，而本身性格未必適合牧會，甚至會感吃力，但心裡實在好想服侍

相當明顯，先是經濟負擔及生活適應上，都較容易；而且能夠接觸不

堂會，起碼牧會一段時間，才再進修。」一顆牧養教會的心志，既源

同的老師、同學、群體與文化，又可動用兩地資源，令整個研究豐富

自Kelvin母會基督中心堂的傳統，亦是重拾學生時代所領受的恩召。

起來。」結果，他只用了36個月完成課程要求，順利通過口試，論文更

即使其後赴笈愛丁堡讀書，也未曾放下牧職。經教會執事引介下，參

毋須作任何修改：「不少人常問：『你點解寫得咁快？』只因早在報讀

與當地一間華語教會的服侍，與來自國內及台灣的留學生一起查經：

及預備論文大綱時，督導張略牧師已幫助我詳細思考當中細節。因

「這些年的牧會過程，不僅開闊了我的眼界，亦帶給我不同的思考角

此，到埗後首個月，已開始下筆。」

度，同時也讓我看到自己在教導方面的恩賜。」

別以為Kelvin念文科出身。自小醉心數學的他，由本科到碩士，

就在全職牧會期間，Kelvin有機會與弟兄姊妹查考及教授《雅各

從擔任助教到再進修，不離數學：「我真的很喜歡數學，但完成碩士

書》，逐漸對這書卷有嶄新的發現與體會，往後更發展成為他攻讀哲

論文，心裡生出問號：『我做這一切，有甚麼意義？』當然，數學是很

學博士課程的研究題目：「我嘗試從釋經角度以及運用近代的社會

重要，但我的研究又真的不是甚麼『大問題』，感覺像是解決了一條

科學理論，研究《雅各書》及經外文獻《十二使徒遺訓》所呈現的群

IQ題！哈～哈！那又的確很有滿足感！」最終，他還是放下完成近半

體張力，進而闡釋這兩卷書的教導，如何幫助群體之間面對和處理

的博士研究，報考中神，並愛上經科研究，尤其新約：「哈～哈！或

彼此的衝突。」

許我們這些數理科出身的人，處理邏輯性很強的希臘文較希伯來文
易吧！」

尋真 在萬象裡，在聖言內
2014年9月，Kelvin暫別這片充滿撕裂並快將爆發激烈衝突的地
土，再次奔赴學海，前往愛丁堡：「剛到埗，『雨傘』就開始。我在整

意大利數學家伽俐略（Galileo Galilei）曾形容，數學是上主用來
書寫宇宙的語言，Kelvin從鍾情數學探尋到愛上新約研究，仿佛從外
圍走進核心，回歸智慧本源，細聽上主的叮嚀與訓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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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潘怡蓉博士於7月8日應鑽石山浸信會

•
•

•

邀請，帶 領教會領袖退修營，主題：

學院董事會議及周年大會已於6月24日

李何秀婷博士及葉佘枝鳳博士於8月份

•

邀請，主領文學、藝術與宗教研究學者

「事奉者的生命更新」。

上午舉行。2017至2018年度第一次董

潘怡蓉博士於8月9至12日應內地學者

離職，學院感謝她們忠心的事奉。

的文化靈旅營，主題：「文學與藝術的

黃國維博士的論文 Beginning from

•

事會會議中選出新一屆職員：主席：袁
•

海柏先生，副主席：劉忠明教授，文書：

•

歡 迎 新 任 董事：王 良碧 牧 師（M D i v
2003, DipCS 2000）及劉清清醫生。續

•

員，主題：「在地行者的想像與踐行」。
•

劉忠明教授。任滿離任董事：聶德權先
生及曾宇佐律師，學院感謝他們過去多
•

•

決，由2017年8月1日至12月31日，委任
副院長張略牧師暫代院長職務。
•

•

副院長張略牧師於7月8日應多倫多區
委會邀請主領分享會，題目：「中國基督
教發展與神學教育機遇」。

•

•

•

•

證主協會出版。

育進深課程《靈命培育與塑造》。

@家庭」分享崇拜信息。另於8月15、22
日及9月5日應宣道會北角堂邀請，教授

副教務長張智聰博士於7月13日應明道

「屬靈人的兩性與家庭倫理」課程。

展主任羅仲軒先生於7月4至6日代表學

福音堂邀請主領夏令會，主題：「專等

希伯崙堂的樂恩中心邀請，主講公開講

院出席由廣東省基督教兩會主辦的訪

候神」。

座，主題：「擁抱心生活」。

問交流會。

薛霞霞博士於7月16日代表學院出席由

•

•

•

24至28日北京國際基督教會主領培靈

道同行三十載」感恩慶典。

出席由靈風基金主辦的 Postdoctoral

會，並於主日崇拜證道。

Research Seminar，期間發表文章

副教務長黃國維博士與辛惠蘭博士於7

'Psalms, Desires, and Ethics: Reading

根社會心靈？—尋索後劉曉波的自由

題分享，主題：「職場上的負面情緒」。

中國擁抱心生活」。

福音堂邀請主領夏令會，主題：「共譜

手父職2.0事工』奉獻禮暨維護家庭基

新樂章」。

•

黃國維博士於7月24至28日出席於台

區祥江博士的著作《我要真關係—

•

•

宋軍牧師於8月1日起擔任神學科助理
教授，兼任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

區會議」，分享信息 "From Nomads

•

Theology of L and"，及主領工作坊
•

新學年
2017-2018年度新學年開始的活動：晚

•

間課程及日間課程分別於8月25日及8

朱光華牧師(MDiv 92)，在澳洲牧會

邀請，主講「信仰與神學」講座系列，題

Failed Promise of Happiness"。

按立為牧師。

寫作休假。

助理教授兼任校牧。

帶領夫婦研習坊及同工訓練。

於7月2日接受香港伯特利教會恩光堂

黃嘉樑博士由8月至明年1月放取研究

聯盟『關愛受造世界與福音』東亞地

更新協會邀請，主領夫婦親子講座，並

郭燕歡校友（ThM 2015, MDiv 2005）

•

洪亮博士於7月2日應海德堡華人團契

"Technology and Consumerism: a

校友消息

版雙年獎的「出版獎」。

二十多年，於8月份加入本院為實踐科

區祥江博士於7月7至16日應澳洲家庭

主任。

在人際中解結與成長》獲2017香港出

灣新竹舉行的「洛 桑 運 動/ 世界 福音

to Pilgrims: Creation Care and the

MDiv 20 09）於8月起擔任延伸課程

Eye'。

張智聰博士於7月23至24日應大埔平安

邀請，擔任其主辦的「好爸爸中心『新

余振陵博士（PhD 2017, ThM 2013,

•

Psalms 63 and 84 with an Ethical

潘怡蓉博士於7月19日應基督教《時代

港兆基創意書院邀請，在教師團契專

目為「何為末日審判？」。

生命之道事工主任梁國權先生 於8月

•

9月21日赴英國牛津大學 Wycliffe Hall

參與座談，主題：「如何讓和平公義植

賓，並在典禮中致勉詞。

副 教 務 長 張 智 聰 博 士 於 8月3 0日至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主辦的「主

題：「會遇靈程路」。另於6月9日，應香

•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宋軍牧師與拓

•

•

金成立十周年慶典」其中一位主禮嘉

同工消息

潘怡蓉博士於8月20日應基督教宣道會

論壇》邀請，與邢福增院長、程翔先生

•

區祥江博士的著作《成長與塑造—

Hong Kong感恩年會「AWANA・教會

賢會邀請，帶領靈修專題系列講座，主

區祥江博士於6月16日應維護家庭基金

Langham Monographs出版。

出由良友聖經學院為她錄製的靈命培

ATA Theological Consultation 2017。

潘怡蓉博士於6月6、13、20日應大埔禮

香港宣道差會主辦的「宣教同路人晚會

輔導員持續得力之道》，已於7月由福音

•

月18至20日代表學院赴印尼萬隆出席

教授動態

Love in the Family，已於4月份由

黃國維博士於8月12日應邀於AWANA

哀歌。另於7月14及16日，應小瀝源平安

由於李思敬院長身體抱恙，董事會議

葉美𡣖老師於8月10日代表學院出席由

•

社邀請，主講舊約經卷研讀班：耶利米

院長行蹤

Man and Woman: Witnessing Christ's

暨翁競華牧師榮休晚宴」。

潘怡蓉博士於7月10日至8月5日應遠東
廣播良友電台邀請，以普通話在網上推

任董事：毛伍步嫺女士、蔡映媚律師、

年來的參與和貢獻。

辛惠蘭博士於7月9日應宣道會北角堂
邀請，擔任2017年社關主日講座之講

鄺玉婷博士，司庫：曾玉煌先生。

靈修之旅」。

月28日舉行迎新日；8月26日及8月28
日下午至8月31日分別為部分時間同學
及全時間同學導向營。開學崇拜於9月

陳幼莉老師於8月1日退休，學院感謝她

4日晚上7時30分於本院禮堂舉行，由

過去二十一年忠心的事奉。

輔導科副教授區祥江博士證道，講題：

莫陳詠恩博士於8月1日退休，學院感謝

「五塊光滑的石子」。

她過去十七年忠心的事奉。陳博士由
8月1日起以訪問教授身份在學院任教
兩年。

請為我們

代禱

•

請記念院長李思敬牧師身體，求主施恩醫治。

•

新學年開始，求神按祂的信實和恩典，帥領學院的事工，恩待教授們的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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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錄取的新生感恩和禱告，求神使他們帶著堅定的心志專心接受裝備，並且很快
適應學院的學習生活。

2017年 5-7 月
•

全年財政狀況

請記念新委任老師及同工，求神賜他們在學院的適應並有美好的配搭。

減 少 用紙
收閱中文電子版《中神院訊》

奉獻
學費及其他收入

5,130,238

收入合共

13,486,811

支出

(12,98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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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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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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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不敷

501,260
(1,518,242)
(1,016,982)
註：尚欠銀行按揭貸款：13,668,333

09 -10/17 - 2,50 0

HK$

8,356,5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