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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 心聲

院長的話
事奉神是恩典

彭振國牧師

　　過去兩年對香港、甚至全世都是多事之秋，學院在此時此地培訓主

的工人，同學蒙召受訓作傳道，有人會想這究竟是禍是福，但讓我們擴

闊我們的心懷，從神永恆的國度去看今天的事奉，我們就明白能事奉神

是神給我們的恩典，讓我們在這時代：

1) 感謝神的呼召

　　這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世界在疫情苦難之中，香港更在疫情之

外加上政治動盪，我們見到這個世界公義不彰，人心惶惶。但正正在這

樣的一個時代，神看見世人的苦，聽到世人的哀求，所以差遣你我去收

主的莊稼，特別是呼召了這兩年畢業同學，讓你們有這個榮幸可以在人

們最需要主的時候，讓你們去成為這個世界的祝福，實在是神的恩典。

2) 感謝神的模造

　　今天畢業的同學，過去神用他們的家庭，用教會，特別是用神學

院，去模造他們的生命，但由第一天來到神學院，到今天離開，我們見

證了生命的成長和改變，他們是神的作品，在基督裏造成，雖然不是完

全，但神會在他們一生的事奉中，在工場中模造他們，成為主手中有用

的工人。

3) 感謝主的差遣使用

　　神呼召人來，然後差遣他們出去，使用他們成為別人的祝福，能被

神使用是恩典。

　　我們的同學是主的僕人使女，他們要行在神的旨意中，因為他們不

能、也不應行自己的路，正如一首詩歌所言：「非我願去之處，非我願

做之事，」但是行在主的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有神的同在和祝福。

　　我不敢說事奉主的人的一生不經患難，天色常藍，我只求主給同學

有足夠的恩典。最重要的是求主使用他們，有如五餅二魚，本來微不足

道，但當人願意奉獻自己在主手中，就被主祝福，成為多人的滿足。

　　最後讓我以羅馬書15:13作勉勵：「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

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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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聲 心聲

院董回響
蔣偉堂傳道（2020年院董會主席）

　　首先恭賀本年畢業的同學，學業有成恩典夠用。今年學院、同學

們雖經歷了各種的困難，但神的恩典總是在前面拖帶着我們走過這些艱

難的日子，正如畢業的同學在中浸所經過這些年日一樣。事物總有起始

和終結的時候，你們在中浸的學習亦到了「小結」的時候。所謂「小

結」是指你們終於離開了基督道理的開端，但更重要的是要竭力進到完

全的地步，故此還有許多的艱難在侍奉的路上等着你們。到那時，你們

就可體會「行天路、走窄門」的意思。你們既被揀選，又自己願意為神

擺上一切，就請你們迎着前面的風浪，踏步前行，牧養主交託給你的小

羊。盼望以下列的經文與各畢業同學共勉：

我知道我的救贖主活著、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這皮肉滅絕

之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神。

約伯記19:25 -26

袁仲輝長老（2021年院董會主席）

傳道的人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摩太後書4:2）

　　三至四年神學訓練的日子真不容易，但神的恩典是夠用的！輾轉到

了今天的畢業禮上，全時間神學生的日子劃上了完滿句號。筆者會時時

為大家禱告主，求主大大賜福各位準傳道的畢業生在日後的事奉，能榮

神益人。

　　「傳道人」或「傳道的人」，當中有何分別？「傳道人」可以只是

一個尊稱，當你在教會上任後，會眾就稱你為「傳道人」，若是姓袁

的，就被稱呼為「袁傳道」，但這只是職位的稱呼而已。「傳道人」只

要完成教會給與的工作，他都會被視為「合格」或被稱許為受歡迎的同

工之一。筆者認為這樣的傳道工夫，即「只是完成教會給與的工作」確

是很不錯，但「傳道的人」的生命力應該不只如此!

　　一位神的用人必須是一位「傳道的人」，就是要將「神的道」傳

揚，無論得時不得時，總是要「傳道」，並立志作主所喜悅的事，這就

是忠於蒙召使命的實踐！「傳道的人」要時時省察自己的生命、反省如

何實踐「傳道」的工夫，需要與會眾分享生命的或屬靈的事。但如何從

神得著屬靈的經歷及體會？這就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完成，甚至需要日復

日、年復年去操練。中國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就可知一個生

命的建立要付的時間及代價是何等的大！「傳道的人」的生命成長，需

要神的話常存在心裡，再經聖靈工作藉神的話轉化我們的生命，自己才

可以先有屬靈的得著。

　　若「傳道的人」要將一個生命脫離黑暗權勢而帶入神國，這是「屬

靈爭戰」！「傳道的人」更需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穿上全副軍裝，多

方禱告；並以宣講神的道，教導神的道，實踐神的道才成。所以一位傳

道人，要成為「傳道的人」，必需時時浸淫於神的道，自己生命先成

長，才可以有力事奉神及建立人，並以不辭勞苦的心志，將人領入神的

國度中。「傳道的人」亦因著時時明白神的道，生命可以時時得力，將

來即使在疲憊的狀態下亦可以重新得力！ 

　　願主賜福忠心於祂，委身於祂及順服於祂的傳道人！ 

你當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

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後書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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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仲輝長老（2021年院董會主席）

傳道的人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摩太後書4:2）

　　三至四年神學訓練的日子真不容易，但神的恩典是夠用的！輾轉到

了今天的畢業禮上，全時間神學生的日子劃上了完滿句號。筆者會時時

為大家禱告主，求主大大賜福各位準傳道的畢業生在日後的事奉，能榮

神益人。

　　「傳道人」或「傳道的人」，當中有何分別？「傳道人」可以只是

一個尊稱，當你在教會上任後，會眾就稱你為「傳道人」，若是姓袁

的，就被稱呼為「袁傳道」，但這只是職位的稱呼而已。「傳道人」只

要完成教會給與的工作，他都會被視為「合格」或被稱許為受歡迎的同

工之一。筆者認為這樣的傳道工夫，即「只是完成教會給與的工作」確

是很不錯，但「傳道的人」的生命力應該不只如此!

　　一位神的用人必須是一位「傳道的人」，就是要將「神的道」傳

揚，無論得時不得時，總是要「傳道」，並立志作主所喜悅的事，這就

是忠於蒙召使命的實踐！「傳道的人」要時時省察自己的生命、反省如

何實踐「傳道」的工夫，需要與會眾分享生命的或屬靈的事。但如何從

神得著屬靈的經歷及體會？這就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完成，甚至需要日復

畢業感言

日、年復年去操練。中國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就可知一個生

命的建立要付的時間及代價是何等的大！「傳道的人」的生命成長，需

要神的話常存在心裡，再經聖靈工作藉神的話轉化我們的生命，自己才

可以先有屬靈的得著。

　　若「傳道的人」要將一個生命脫離黑暗權勢而帶入神國，這是「屬

靈爭戰」！「傳道的人」更需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穿上全副軍裝，多

方禱告；並以宣講神的道，教導神的道，實踐神的道才成。所以一位傳

道人，要成為「傳道的人」，必需時時浸淫於神的道，自己生命先成

長，才可以有力事奉神及建立人，並以不辭勞苦的心志，將人領入神的

國度中。「傳道的人」亦因著時時明白神的道，生命可以時時得力，將

來即使在疲憊的狀態下亦可以重新得力！ 

　　願主賜福忠心於祂，委身於祂及順服於祂的傳道人！ 

你當竭力、在　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

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後書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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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啦！不經不覺原來已經歷了四年的聖經研究副

學士課程，一步一步大致將新舊約聖經也叫有系統

地了解了一遍，這也是我當初報讀這副學士課程的

動機。從課堂上的教授，加上完成功課上的要求，

不但對聖經在知識層面上的有所認知，也「被迫」

地快速且連貫地將聖經有系統地讀上一遍，輔以在

其中的探究，對神的創造及救贖有更深刻的感受及

體會。有些意猶未盡。喜見有夜間文學碩士（聖經

研究）課程推出，會積極考慮可會繼續那繁忙中卻

不斷有驚喜的學習歷程。

何綺明
聖經研究副學士 (2021)

我未曾想過要有系統地研讀聖經，誰料一次痛苦經

歷，腦海突然對信仰產生了許多的問號：所信的神

真的活著在我生命中？聖經真的說神愛祂的兒女？

為何這一刻所經歷的神，是如此的殘忍？祂好像不

是我昔日所認識的神！剎那間，內心出現一種不甘

心的感覺，我花了那麼長時間去追尋這個信仰，難

道就此放棄！我要重新回到聖經認識神，於是就報

讀了這個課程。

四年的學習，神讓我的信仰生命再次活起來，只要

單單的依靠，神豐富的恩典就降臨，是一個不容易

的過程，但卻是非常滿足。

楊素貞
聖經研究副學士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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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是生命的中心

聖經是一切的答案

往下扎根往上成長

成為有根基的僕人

感謝神的呼召塑造

感謝老師教導培育

感謝同學相伴同行

神學的裝備只是我們回應神呼召的開始，謙卑地順

服神的差遣才是一生的功課。轉眼間，三年的神學

生活就結束了，感謝主的恩典和帶領，讓我們在面

對充滿挑戰的時代，能學習到如何堅守聖經的真

理，活出基督捨己的生命。感謝老師們悉心的栽

培，為我們樹立起作為牧者的榜樣，將神的話語成

為了我們生命中的權威。也感謝神讓我可以認識到

一班能夠互相支持守望的同學們，在艱辛的旅途中

一同經歷神滿滿的恩典。盼望中浸繼續承傳使命，

培育更多為神所用的工人。

區慧敏
神學學士 (2020)

黃倬曦
道學碩士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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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讀神學院，是神厚賜給我的「恩典之旅」。

入讀之初滿心喜悅，開始住宿的學生生活，早上一陣早餐香氣，同學正忙著為

各人準備，多美好！學院好環境，樹木竹林圍繞，小鳥歌唱，小松鼠跳躍穿梭

樹梢間。

開課第一天，拿著書本上課室去。感謝主！我上課了！功課來了，好多不懂

啊！怎辦呢?在寂靜大自然中沉思放鬆，向神禱告中跨過事情。

最愛聽的聲音：「列印」，噢又完成一份功課了！部分功課音速完成一天一

份，請老師原諒我的粗率。功課外又教導主日學，感謝主讓我每事涉獵學習。

老師們好可愛！彭院長「敦厚牧者」；袁牧師「驚人幹勁」；林牧師「性情中

人」；胡牧師「自我反思」；唐老師「音樂巨人」；任博士「熱情請客」；沈

牧師「雄渾聲音」；李牧師「溫暖提醒」；鄭牧師「仗義出手」，記掛輔導學

林牧師，疲乏中的提點安慰。老師們，辛勞了!

很高興能聆聽同學分享，陪伴走過情緒低谷，鼓勵咬著牙往前奮進，與可愛同

學們互勉：「忠心作僕，謹遵院訓」!

入學之初，王牧師對我上課不足7月的學習，形容為「到此一遊」。

是啊！我「到站」了！

成邁安
聖經研究高級證書 (2021)

感謝神，轉眼間已完成了四年神學課程，我形容自

己入學時好像一張寫滿了字的紙，因為經過以前讀

書和在社會上工作，接收了很多不同的資訊，填滿

了這張紙，有是有非，甚至信主後，這些似是而非

的資訊，也會影響了自己對信仰的看法。感謝神，

讓我可以來到中國浸信會神學院裡學習，在老師們

的教導下，將昔日我填在紙上的錯誤刪除了，將那

些似是而非的部分，弄得清楚，重新在這紙上寫上

合乎神心意的文字，真正地明白到神的旨意。

感謝各老師多年來的栽培，他們不厭其煩、循循善

誘的教導，令我獲益良多。除了神學知識上，從每

一位老師身上，也學到不少做人處事的態度，對我

將來出工場大有裨益，他們的教導，我會銘記在

心。在此，衷心感謝每一位老師的悉心教導。也感

恩，神讓我遇到了一群好同學，彼此扶持。往後日

子，盼望自己能學以致用，竭力作無愧的工人，回

饋神。

梁慧心
神學學士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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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中浸接受三年的神學裝備。在

神學訓練中，我深入了解神的話語，漸漸掌握學習

的方法，擴闊了我的眼界，更能明白神的心意，也

使我更有動力繼續進修。除了學術知識增長，在信

仰生命的操練上更是堅固對神的信心，學會倚靠神

跨過每個挑戰。感謝主的恩典滿溢！感謝老師們悉

心教導和勉勵！感謝同學們支持和鼓勵！感謝教會

弟兄姊妹們的關心和代禱！我深信神最好的安排，

讓我經歷主的陶造，學習成為忠心事主的牧者。

李穎欣
道學碩士 (2021)

八年的兼讀下能順利完成學位，完全是神的恩典。

感謝老師的教導，也感謝太太在這段時間，兼當了

許多家中的大小事務。

神學訓練讓我看見、反省及更深體會牧養的意義。

要竭力作無愧的工人，按正意分解真理，要得神喜

悅，作無愧工人。願我們一班同學在亂世之中，擔

起時代工人的角色。祈願神繼續使用中浸，培訓合

主心意的工人。

洪福特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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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侍

心聲

全是恩典，感恩不盡，

中浸進修，數算主恩，

學海無涯，學習生涯，

學習神話，終身鑽研，

感謝師長，用心教導，

感謝同學，彼此扶持，

回望過去，轉眼至今，

經歷體會，累積人生，

生命更新，事主一生，

求主使用，牧養羊群。

蔡志亮
教牧學碩士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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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着培訓信徒，尤其是教牧同工，萬國宣道浸信會西差

會於1966年創立中國浸信會神學院。最初開辦三年制

文憑課程訓練傳道人的聖經學院，同時設立一年制的基

督徒生活證書課程。至1981年增強師資，設立學士課

程，又開設碩士課程、文憑課程和聖經研究高級證書，

為在職教牧同工和信徒，提供更多合適的培訓。現時，

學院設立以下課程服侍教會：

全日制課程
聖經研究高級證書(一年制)

神學文憑　　　　(四年制)

神學學士　　　　(四年制)

道學碩士　　　　(三年制)

部份時間修讀課程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

教牧學碩士

晚間課程
除原有的神學證書，2017年起開始「聖經研究副學士」，為有志對

聖經作較深入認識的信徒，提供有系統的裝備及訓練，以致在信仰

及生命上有更堅實的聖經基礎，參與更進深的事奉。

2019-2020年學院開辦了以下課程造就弟兄姊妹：

2019春季

－生涯規劃與生命成長

－詩歌智慧書

－釋經學

2019夏季

－天經地理

－從石頭去認識聖經4
－教義神學

－香港會穆斯林化嗎？

　認識穆斯林的挑戰

2019秋季

－領袖/教牧加油站－

　兒童輔導與兒童事工的整合

－保羅生平及書信

－大先知書：盼望重尋

培訓信徒

輔導課程
基督教輔導證書

基督教輔導文憑

教牧輔導碩士

2020春季

－情(緒)不自禁

－各自各「精彩」的大公書信

　（普通書信）

－基督教實證學

2020夏季

因疫情而沒有開辦

2020秋季

－性格學與牧養

－利未記

－從石頭去認識聖經（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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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在2019及2020年應邀到下列教會主領神學主日，勉

勵弟兄姊妹關心神的國度，獻身事主。

2019年

葵盛浸信會

順安浸信會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祥華堂

大埔主恩浸信會

田裕浸信會

沐恩浸信會

元州邨浸信會

深恩浸信會

順安浸信會福音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福堂

寶林浸信會

和樂浸信會

荃盛浸信會

長康浸信會

十字架山浸信會

基督教恩臨堂

花園大廈浸信會

神學主日

2020年

順安浸信會福音堂

烙恩浸信會

青山道潮語浸信會

花園大廈浸信會

順安浸信會

中華聖潔會大埔堂

駿發花園浸信會

基督教信心會屯門福音堂

和樂浸信會

中華傳道會盛福堂

中華傳道會牧幼堂

基督教聖徒聚會所禧年堂

田裕浸信會

長康浸信會

真理基石浸信會石門堂

荃盛浸信會

香港華人基督會

傳恩浸信會

學院由2009開始嘗

試舉辦讀經營，希

望藉學院的環境及

特色，鼓勵弟兄姊

妹研讀聖經。2019
年的主題為「言行

一致的信仰生活──瑪拉基書研

讀」，由本院實用神學科教授鄭

佑生牧師主講。感謝主使用營

會，使弟兄姊妹有學習神話語的

美好機會。

讀經營
(2019)

2019年舉辦的院

慶 專 題 講 座 為

「教會的倒退與

復興──中小型

教會福音事工的

再思」。主題圍

繞如何在中小型教會中再次挑旺

福音事工，讓教會得著復興，當

日連同師生共有102人參與，感謝

主使用聚會，期望使參與者對教

會復興得著啟發及動力。

2019年舉辦第十

二 屆 聖 地 體 驗

團，讓同學們體

驗讀萬卷書，不

如行萬里路，實

地體驗聖經人物

及耶穌的腳踪所到之處。全團共

36人，包括16位老師、校友及同

學，參加者都表達有美好的得著。

專題講座
(2019)

2019年繼續舉辦

獻身研討日，主

題為「危牆之下的

牧養使命」，由余

德淳博士及李秀

峰牧師主領，感

謝主使用聚會，讓參加肢體有美

好屬靈造就的機會。

獻身研討日
(2019)

聖地體驗團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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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舉 辦 一

連 兩 晚 的 研 經

培 靈 會 ， 主題

為「末日臨近的

提醒與信徒的回

應」，由本院研

究及推廣主任袁海生牧師主講，

讓參加的肢體有美好屬靈造就的

機會。

研經培靈會
(2019)

2020年 由 於 疫

情 緣 故 ， 讀 經

營 改 為 網 上 直

播 的 讀 經 日 ，

主題為「穩行在

高處──哈巴谷

書研讀」，由本院院長彭振國牧

師主講。感謝主使弟兄姊妹有學

習神話語的美好機會。

讀經營
(2020)

2020年 舉 辦 一

連 兩 晚 的 研 經

培 靈 會 ， 由 於

疫 情 緣 故 改 為

網 上 直 播 ， 主

題為「神的兒子

‧君王‧大祭司與我何干？」，

由本院聖經科助理教授任志明

博士主講，讓參加的肢體有美

好屬靈造就的機會。

研經培靈會
(2020)

書籍出版
學院由2008年起，蒙神恩典能夠每年出版一本新書，2019及2020年度

總共出版了六本書，分別是《招募耶穌的門徒──從馬太福音的敘事特

色看馬太群體招募門徒的對象》、《析讀士師記──黑暗的世代 慈悲

的上主》、《教會史趣談──宗教改革運動》、《摩西五經難題與信仰

生命整合》、《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ld Testa-
ment》及《認識新約神學──新約信息的個別性與整體性》。

《招募耶穌的門徒──從馬太福音的敘事特色看馬太群體招募門徒的對

象》由沈志雄牧師撰寫，於2018年底出版，是沈牧師的神學博士論

文，明白論文的研究方法及重點，也略為解釋研究成果的價值，加強

對論文研究方法的認知之餘，也對研究的發現和成果有更深的啟發，

從而在獲取更大得益。

《析讀士師記──黑暗的世代‧慈悲的上主》由袁海生牧師撰寫，此書

詳細指出當日的士師的成敗得失，並完美地示範「歸納式查經」觀察、

解釋和應用這三個步驟：觀察留意文學結構的「分析」，嚴謹的釋經原

則「解釋」，讓讀者能「認識」當中的信息而作出應用。

《教會史趣談──宗教改革運動》由鄭以心牧師撰寫。本書採用主題分

享的方式，以精簡扼要的手法協助讀者不但明白相關的內容，同時，

也觸及有關史實對現今信徒的啟迪。

《摩西五經難題與信仰生命整合》由鄭以心牧師撰寫。本書從牧養的

角度和信徒一起探討「摩西五經」的一些解經難題，並嘗試將之化為

具體的幫助。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由鄭允行牧

師撰寫。編寫本書的目的是使讀者（尤其是剛開始學習舊約的讀者）

了解整個學科的一些基礎知識，以便讀者能夠克服障礙並準備好享受

寶藏它提供的希伯來聖經。。

《認識新約神學──新約信息的個別性與整體性》由沈志雄牧師撰寫。

新約書卷針對獨特處境而編寫出個別的信息，其內容卻奇妙地融合在

一套神學框架之內。本書除勾勒出書卷的個別信息，更展現新約信息

的整體性。作者積累三十多年的牧養與教學的經驗，放棄冗贅的神學

討論，卻結集了神學研究的成果編寫本書，方便自學或教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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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由2008年起，蒙神恩典能夠每年出版一本新書，2019及2020年度

總共出版了六本書，分別是《招募耶穌的門徒──從馬太福音的敘事特

色看馬太群體招募門徒的對象》、《析讀士師記──黑暗的世代 慈悲

的上主》、《教會史趣談──宗教改革運動》、《摩西五經難題與信仰

生命整合》、《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ld Testa-
ment》及《認識新約神學──新約信息的個別性與整體性》。

《招募耶穌的門徒──從馬太福音的敘事特色看馬太群體招募門徒的對

象》由沈志雄牧師撰寫，於2018年底出版，是沈牧師的神學博士論

文，明白論文的研究方法及重點，也略為解釋研究成果的價值，加強

對論文研究方法的認知之餘，也對研究的發現和成果有更深的啟發，

從而在獲取更大得益。

《析讀士師記──黑暗的世代‧慈悲的上主》由袁海生牧師撰寫，此書

詳細指出當日的士師的成敗得失，並完美地示範「歸納式查經」觀察、

解釋和應用這三個步驟：觀察留意文學結構的「分析」，嚴謹的釋經原

則「解釋」，讓讀者能「認識」當中的信息而作出應用。

《教會史趣談──宗教改革運動》由鄭以心牧師撰寫。本書採用主題分

享的方式，以精簡扼要的手法協助讀者不但明白相關的內容，同時，

也觸及有關史實對現今信徒的啟迪。

《摩西五經難題與信仰生命整合》由鄭以心牧師撰寫。本書從牧養的

角度和信徒一起探討「摩西五經」的一些解經難題，並嘗試將之化為

具體的幫助。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由鄭允行牧

師撰寫。編寫本書的目的是使讀者（尤其是剛開始學習舊約的讀者）

了解整個學科的一些基礎知識，以便讀者能夠克服障礙並準備好享受

寶藏它提供的希伯來聖經。。

《認識新約神學──新約信息的個別性與整體性》由沈志雄牧師撰寫。

新約書卷針對獨特處境而編寫出個別的信息，其內容卻奇妙地融合在

一套神學框架之內。本書除勾勒出書卷的個別信息，更展現新約信息

的整體性。作者積累三十多年的牧養與教學的經驗，放棄冗贅的神學

討論，卻結集了神學研究的成果編寫本書，方便自學或教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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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月25日

3月31日

5月31日

6月10日

6月16至29日

6月30至7月1日

9月10日

9月11至13日

11月2日

12月8至9日

53週年院慶

專題講座

學期結束及惜別會

畢業禮

聖地體驗團

讀經營

新學年迎新日

開學退修營

獻身研討日

研經培靈會

53週年院慶  (2019)

2020年

7月1日

9月15日

9月16至18日

12月4至5日

讀經日

新學年迎新日

開學退修營

研經培靈會

（由於 2020年初爆發新冠肺

炎，疫情使學院部份活動無法

如期舉行。） 專題講座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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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 年日

畢業典禮  (2019) 聖地體驗團  (2019)



年日 年日

3332

研經培靈會  (2019)獻身研討日  (2019)



年日 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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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工

讀經營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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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董
(2019-2020)

蔣偉堂傳道 (主席)

歐醒雄牧師 (副主席)

蔡玉英傳道 (秘書)

關庭發先生 (司庫)

李木義牧師

(2020-2021)

袁仲輝長老 (主席)

歐醒雄牧師 (副主席)

蔡玉英姑娘 (秘書)

關庭發先生 (司庫)

李木義牧師

吳淑明姑娘

彭振國牧師

會員

歐醒雄牧師　　馮英群傳道　　麥浩熙先生

陳俊文牧師　　關紹鴻牧師　　李秀峰牧師

陳基旭先生　　高慧嫦律師　　吳順然牧師

鄭佑生牧師　　關大男牧師　　吳淑明傳道

張鳳萍傳道　　關庭發先生　　吳淑華傳道

張家業先生　　郭城東先生　　彭振國牧師

趙志偉傳道　　郭瑞芝宣教士　柏大衛牧師

朱金輪傳道　　林志海傳道　　沈永康牧師

朱小頴傳道　　林廣乾牧師　　黃志勤先生

鍾子輝先生　　劉應彬先生　　黃家輝牧師

蔣偉堂傳道　　李國生先生　　黃麗東先生

蔡玉英傳道　　李木義牧師　　王煒業牧師

方秀霞傳道　　李貝妮女士　　袁仲輝長老

教職員

院長  

彭振國牧師

Dip.Th.; M.C.M.; M.Div.; Th.M.; Ph.D. Cand.

教務主任  

沈志雄牧師

B.Th.; M.Div.; Th.M.; Th.D.

校牧

鄭佑生牧師 

B.C.S.; M.C.M.; D. Min. 

研究及推廣主任

袁海生牧師（至2020年6月30日） 

Dip.; M.C.M.; M.Div.; D.Min.

新約講師

任志明博士

B. Sci., M. Phil., Ph.D. in Chem., M.Div.; Ph.D

學生事務主任

李秀峰牧師

B.C.S., M. Div., Th. M.

輔導長/兼任講師

余德淳博士（至2020年8月30日）

B.Soc.Sci.; M.Soc.Sci.; D. Min. (Hon)

胡傑興牧師（由2020年9月起）

M. Counselling, M.C.S., G.C.D.F.

圖書館館長/兼任講師

王培基牧師

B.C.S.; B.G. S.; M.R.E.; M.Div.; Th.M.

職員

行政主任

黃美儀姊妹

文員

張家壹弟兄

廚師兼院務員

鍾立民弟兄

兼職院務員

周春花姊妹

客席講師

林俊牧師

B.Th.; M.Div.; B.A.; M.A.

李志輝先生

Dip.S.W.; B.S.W.; M.S.W.

麥志成牧師

B.Th.; M.A.; M.Soc.Sci.

吳錦波牧師

B.Eng.; M.A.; M. Th.; D. Min.

唐思光先生

B.A.; M.A.

黃儀章博士

M.Div.; Th.M.; Ph.D.

葉美𡣖教授

Dip.C.S.; Dip.A.L.T.; M.A.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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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簡報

負債

(762,202)
(5,185,000)

(5,947,202)

(481,356)
(5,405,000)

(5,886,356)

銀行按揭

肢體及教會免息貸款

總負債

院訓

你 當 竭 力 在 神 面 前 得 蒙 喜 悅 ， 作 無 愧 的

工 人 ， 按 著 正 意 分 解 真 理 的 道 。

提摩太後書 2:15

督印人：彭振國牧師

收入

奉獻

學生收費

其他

聖地團行政費

營地收費

總收入

支出

教職員薪津及福利

學院設施及維修

印刷及行政

圖書及期刊

特別聚會及早會

差餉及地租

雜項

按揭利息

總支出

本年度不敷 

2018-2019

 2,821,566 
 761,370

5,955
152,000
47,927

$3,788,818

4,085,864
 55,392
204,266
 77,528
59,559
60,872
17,944
27,401

$4,588,829

($800,011)

2019-2020

 3,643,098 
 711,730
250,289

-
-

$4,605,117

4,448,667
119,472
14,253
60,916 
31,312
67,040
13,493
16,745

$4,771,898

($166,781)

各項事工基金全年結餘（至8/2020）

韓百嘉師母聖地事工

文基信師母中國事工

文字事工

優化校園環境

師資發展

$645,767

$106,030

$663,498

$216,184

$533,050

（包括政府保就業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