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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 新型肺炎疫情肆虐，受感人數不斷上升，求主賜下撲滅疫
情 的 恩 典： 遏 止 疫 情 廣 散、 讓 病 人 得 醫 治、 醫 護 人 員 得 心
力、 除 去 市 民 的 擔 憂， 更 求 主 軟 化 人 心， 讓 內 地 和 香 港 的
當權者誠實面對、虛心接受意見和尋求幫助。

• 面對內地宗教政策與疫情的新形勢下，學院正在探索課程
運作的新方式，請記念。
• 請記念學院經濟，面對多月來的社會問題，學院財政狀況
持續不敷，懇求上主為學院預備所需。

• 受疫情影響，下學期開學延遲了兩星期，首兩星期以錄像、
視像等網上教學方式授課，待疫情得以控制才考慮面授課
堂，請為老師、同學和同工面對新教學環境的適應祈禱。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怎樣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樣差他們到世上。』
[ 約十七 1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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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

走餘剩幾遠路？

馮兆成
院長

我參與內地教會的服侍，已經超逾四分一世紀了；但

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帶著幾位同學到中國西南部探望，

狀態的教會群體，竟於短短幾年間變成這個樣子？當

在 2010 年上半年，我已正式離開中宣，投進內地教會

問我是否從開始蒙召時，就已清晰投身於中國宣教？

碰見兩位由華中某教會被差派出去的教師，彼此言談

時深刻體會到，無論教會如何屬靈，也須學曉辨識時

的服侍；想不到學院因為出現突然的變化，院董請我考

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那麼，我是怎樣踏上這條宣

甚歡，大家理念相近，便相約之後往他們的家鄉探訪。

勢；農村教會雖然處在復興階段，卻對整個城市化政

慮返回中宣當院長，且要在短時間內作決定。我第一個

教之路的呢？

大概半年過去，終於有機會與華中群體見面，所見的

策的挑戰毫無準備，信徒領袖去城市打工就被看為貪

反應是不明所以：剛從學院退下來，何以又有此邀請要

絕大部分是年青人（有幾位導師陪伴與帶領），因經

愛世界，自己也備受誘惑，結果教會便被城市化的潮

返回學院事奉？我知道自己力有不逮，但當用盡一切已

我是預科時代才接觸基督信仰並相信耶穌。大學畢業

歷主愛獻身傳福音，不少都因此受過逼迫或遭人排拒。

流衝垮了。而在香港城市環境成長的教會，或許正能

知的方法尋求神旨，得到的指引竟然都是正面的！最後

後工作一年便進入神學院，其中一個希望是整合心理

那時農村教會仍處於復興階段，與他們相處的十多天

協助內地教會重建起來，把危機化作轉機。我在主面

我跟院董說，假如我真的返中宣事奉，我希望能帶領學

學與信仰，但對之後要服侍甚麼群體，並未仔細思考。

裡，我深感當地同工對主的忠誠與委身，年青人對主

前呼求：「神啊，我可以為中國教會做甚麼呢？」神

院加深與內地教會的關係。結果院董認同此方向，我在

因自小成長孕育了一份民族情懷，神學畢業後加入了

的單純與愛慕，又看見整個團隊在敬拜、禱告與宣教

的呼召清晰臨到，這是我餘生投放與委身的所在！

同年 8 月便開始擔起中宣院長的職份了。

趙天恩牧師創辦的「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服侍，期盼

方面的熱誠，他們滿有動力之餘卻又飽嘗宣教中的苦

對中國教會能加深認識。這樣，從 1980 年代開始，便

與樂，深深體驗人的脆弱與主的大能，他們的見証，

2000年後，我也開始更多城市教會的服侍，看見上

踏入 2020 年，我承擔院長一職已快十載。感謝主讓學

接觸到中國教會信徒，聽到眾多在逼迫與患難裡神恩

可說融合了十架神學和靈恩傳統的精粹。我整個人被

主的手在城市施展了很多奇妙的作為，興起了不少忠

院在過去十年，跟內地教會深化了那份在基督裡的情

典保守的見證；那時我亦參與了屬靈書籍供應和信仰

他們愛主的生命燃點起來了，一份委身侍主和服侍中

心愛主又有才華的同工。2003年我50歲生日那天，

誼，亦師亦友，我們也從內地教會身上，學習了不少

培訓等事奉。1984 年，趙牧師帶領研究中心同工在退

國教會的心油然而生。在我投身中國宣教的路上，這

學院早禱會後，有老師及同工為我安排了一個簡單的

寶貴的屬靈功課。我們也正在為內地教會培育師資和

修營會中作出決定，要籌辦一所為中國宣教預備傳道

次經歷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生日會，並要我講幾句話，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下，

屬靈導師，祈盼中國教會真的能夠自立起來，健康成

工人及研究人才的神學院（即後來的中宣），於是差

我臨時唱出一首背誦了的迦南詩歌《求主給我一顆

長。今年六月底，我便退休了。不少主裡友好問我：「退

派我到美國進修，作為儲備師資。那時，我沒錯是參

不過，說到從神而來的呼召，卻是再過五年後的事。

心》，以作彼此勉勵。歌詞如下：「求主給我一顆

休後會做甚麼？」這也是我正在主前禱告尋求的事情。

與了中國教會的服侍，但內心感動仍未算很強烈。

那時我再帶領短宣隊伍，回到剛才提到的地點，想不

心，為你而活；拋開世上所有，不再思索；給我力量

到剛抵埗看見同工，他們第一句話便跟我說：「我們

不至滑腳，走餘剩幾里路；無論在何時何方，願主來

猶記得之前回應神的呼召，把我的餘生若還有餘力仍

1989 年內地民運事件，那時我在美國進修已進入寫論

很軟弱、很虧欠，你們多些來幫助我們吧！」我起初

保守！」過了這個生日會，我意識到自己已經年逾半

會服侍中國教會。倘若50歲生日那天，我唱那首詩

文階段，當地教會相熟的肢體都勸我不要回來，我心

以為同工們只在講客套話，但當再了解後，才曉得自

百，人生餘下的日子不多，要把握時機回應上主的召

歌時，已在求主「給我力量不至滑腳，走餘剩幾里

靈掙扎，始終感到美國不是我的家，又因心情不好論

1990 年代末期開始，農村城市化的走勢已很明顯，不

命了；因此在2004年，我退出了學院的教師團隊，轉

路」，那麼十多年後今天的我，還可以唱：「給我力

文寫不下去，最後決定在 1990 年先返港，投入中宣事

少農村同工也需要轉到城市打工，結果教會領袖離開，

為宣訓同工，投放更多時間在內地教會培訓事工上。

量不至滑腳，走餘剩幾遠路」呢？是幾米、幾尺、還

奉，開始了在學院的教學生涯，期間也帶領短宣隊伍，

異端隨即進來，農村教會也就迅速垮下來了。我看著

2009-2010年，我已差不多有一半時間在內地服侍，

是⋯⋯？無論如何，人心還在，我相信上主仍可使用

繼續服侍內地教會。

當時的情景，內心感到傷痛，感嘆為何一個本在 復興

上主使用我這個微小的人，建立了不少內地同工與信

我，成為內地教會與信徒的小小祝福。我也深信，作

徒的生命，我為此感恩。

在一個小子身上，就是作在主的身上。求主給我力量
不至滑腳，無論走餘剩幾遠路，阿們！    

講師園地

知易行難半生人

凌望基

實用神學講師

沒有一個重擔，沒有一點為難，
祂是不願讓我們痛苦；
所有傷心損失，所有厭棄羞恥，
都成祝福，若信而順服。
信而順服！因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穌喜愛，
惟有信而順服。
年少時唱這首詩歌，總覺得非常合理。到今天年過半

或許我的問題，在於有太多的自恃、對自己所擁有的

有甚麼傷心與損失？這些所謂的不滿與委屈，無非只

的心意。或許新的異象，是繼續以謙卑務實的態度，完

百時再唱，心中卻感觸不已：人生總要面對很多事與

能力與經驗的倚靠。快樂的根源，也是在於一次又一

是小孩子的哭鬧而已！這一切一切，都源於當人生的

成每天交付給我的工作；又或者是上主要我在內地的服

願違的事情，但歌詞的重點，在於信而順服，一切不

次憑藉自己經驗與能力完成事情的快感，並再多一次

路走多了，就以自己的利益喜惡作為生命的核心，所

侍做得更深更廣，不單是在教學層面，而是在牧養內地

公平及委屈的感受，都會成為變相的祝福！我倒要撫

證明自己有多能幹而已。反而對神的倚靠順服，只淪

謂對上主的順服，只不過是利用上主來完成自己的理

同工，有更深度的服侍；又或許是對澳門、泰北等地，

心自問：真的相信嗎？縱然歌詞所說的，在我的人生

為口號，再沒有在生命中去體驗與內化，讓生命更趨

想，忘卻了誰才是人生真正幕後的老闆。

作更多的委身。這一切一切，都不應該再是我想作甚

經驗中屢見不鮮，對聖經這方面的教導，更是滾瓜爛

成熟。原來真正的喜樂，是在於一切歸零後對上主全

熟，在講道勸勉弟兄姊妹時，也不知說了多少遍；但

然的相信與順服，耐心觀看上主的作為，察看上主所

當人生走到某一個階段，就不知道為甚麼變成了如嬰

成就的事情，就能產生單純的喜樂與滿足。當人失去

孩學走路一般，一切好像又要重新開始。以前所有的

了對上主的清心，就不能真正的看見祂！一切歸零，

經驗、對聖經教導的認識等，都變成無用武之地。究

不代表放棄自己的恩賜，和否定過往的經驗，而是一

竟出了甚麼狀況？在那方面需要重新開始呢？原來就

種凡事先仰望主的態度。這又是知易行難的屬靈操練。

是對神的信而順服的生活態度，需要重新開始！為甚
麼會這樣呢？因為人的成長總不會是一條直線，而是
一條曲線——總會是上上落落，迂迴曲折地前進。
去年 12 月寒假期間帶領學生們到泰北短宣，上主給我
上了寶貴的一課，可說是在人生重要的關口選擇中，
給我當頭棒喝！從宣教士的事奉生命中，我重新去理
解甚麼是信而順服的事奉人生！

當一切歸零時

當信而順服成為每天的生活時

麼，而是上主要我作甚麼。

立志
人生的下半場還是要走下去的，我怎樣度過一個討主
喜悅的人生？重拾初心，才是現在應該要思考的重要
議題。
首先，我學懂不是自己想作甚麼，就要作甚麼。而是
靜候上主的聲音，聆聽上主微聲的引領。要做甚麼事

這次旅程中，在不同的場合裡，與 11 位宣教士有或長

情，已經不是重點。反而要問：神要我人生餘下的每

或短的相處與交流，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以上主為

一天，能夠獻上甚麼？

先的生活態度。首先，他們不是自己決定在甚麼地方
開始服侍，是先讓主帶領、感動他們到某一個地方開

其次，學習滿足於現在上主賜下的生活，欣賞每天所

墾；也不是先以自己心中所想的為預設的藍圖，創建

走過的路，為著上主在每一件微小事情中的作為，多

自己理想中的王國；而是全心靜候於上主跟前，讓主

頌讚，少抱怨，存感恩的心享受每天上主為我所定下

帶領他們，走主要他們走的路。他們的態度總是專主

的日子。

為大，以上主的心意為自己所有事奉的根據。

人生無非是每日生活經驗的總和；而如何過每一天的

第三，專心尋求主是否有新的帶領，勇於接受新的挑

生活及工作，也與自己所接受的訓練與學習有關。所

當細心聆聽他們娓娓道來的故事時，心中泛起了很多

戰。雖然自己年事已高，但心志不亞於以前。眼見有宣

以當我們掌握了經驗與技能時，就能駕輕就熟地去處

的愧疚——原來我的人生，早已掉進了以自我滿足的

教士年過七十，還是滿有魄力的迎接新的挑戰，永不言

理日常的生活與工作，不會遇上太多的意外、難度極

陷阱中。一種以達到自己心中的理想、不惜與上主對

休。這種樂於面對挑戰的態度，對我敲響了警鐘——不

高的情況，因為總覺得一切盡在自己的掌握中。但很

著幹，遇到不如自己心意的事情時，就埋怨別人虧待

能夠耽擱於目前的事奉領域，而忘卻了放眼世界，要敢

多宣教士的處境卻不是這樣，當他們到達事奉的地方

自己，再不能從種種的經歷中，看到上主的美好心意。

於祈求主為自己開拓新的疆界，再為主開闢祂要成就的

時，碰到的文化、語言與生活習慣，跟以往所經驗過

人為甚麼總要那麼死纏爛打，非要做自己喜歡的事？

事工。這不單是等候主的帶領，也是對自己生命領域的

的，可以說是天壤之別，一切歸零，毫無可以倚仗的

無非只是一種自我滿足罷了！若果懂得看透所有發生

開拓，讓主在自己的心田中開墾耕耘，讓生命重現新的

人和物，最後便頓悟，只能對上主信而順服，才能從

在自己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上主良善旨意的

一片天。究竟是甚麼新的異象、新的事奉領域呢？現在

簡單的克服困境，到達安於困境，以主為樂的境界。

彰顯，欣然因相信而順服，那有甚麼重擔與為難？那

還不知道。但要學懂不要走在上主的前面，而是緊貼主

猶如詩歌所說：信而順服！因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
穌喜愛，惟有信而順服。
若果人生如歌詞所說：
當我與主同行，在祂話的光中，
何等榮耀照亮我路程；
當我肯聽命令，
祂就充滿我心，信而順服者，主肯同行。
那麼，信而順服便是人生的真正目標，也才能因此過
一個滿有喜樂的人生。

課程推廣

生命故事

校外進修碩士課程——基督教靈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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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訓與宣教：
讓更多青年人出去！

豆豆

迦密常光堂傳道／中宣校友

回想自己蒙召接受裝備，乃為回應中國宣教的呼召，

就這樣，弟兄姊妹認識到跟隨主不是一套理論、一套

然而，當年因著丈夫仍未預備好，於是神學畢業後，

知識，更不是口號，而是我們如何活在聖靈的指引下，

我計劃先找一間有內地短宣機會的教會服侍。當年母

跟隨耶穌作門徒。

會正於社區開展福音工作，我在它開設的社區中心接
觸到很多新來港婦女，實習時已有很大感動，畢業後
按神的帶領，返回自己的母會事奉，直到今日。

宣教，從來不是一件偉大的事情，只是我們每一位跟
隨耶穌的門徒順服主的召命而已，無論在本地或海外，
主要我們過的，是順服祂的生命。2016 年，我們一家

剛開始在中心服侍，真有點開荒的感覺。母會屬中產

已預備好離港出發到中東一個工場長宣，神卻透過屬

教會，但中心卻接觸了很多基層群體，當他們信主後，

靈領袖的教導分享和一個異夢，叫我們一家留下來，

我開始以小組形式牧養他們，後期母會索性將我們一

做差遣支援的工作。當時我們的堂會仍未有海外宣教

行 20 人差到中心，以植堂模式發展一個分堂。

士，但在呼召發出後，我堂就有五位青年人同時回應

夏季課程（2020 年 6 月至 8 月）
課程

講師

導引者的角色與
邱穎妍女士
生命持續成長（營會）
性格與靈修

上課地點

開課日期

思維靜院

6 月 24 - 28 日
（週三至日）

出三位姊妹，分別到非洲和亞洲宣教，今年底將會差

一個怎麼樣的群體，只在神的感動下，一直服侍社區

遣第四位宣教士到中東。

中較邊緣的一群。神一開始就將我帶入了一個細胞小
組教會網絡，當中我認識了很多竭誠為主的同工，無

以我們只有 60 人左右的堂會，實在難以想像能差遣這

論本地同工或外地宣教士，他們都把自己的一切奉獻

麼多宣教士，但上主就是如此奇妙又大有能力，透過

出來，「俾出去」就是他們的精神。我見證著很多神

祂的工作，讓我們這班微小的人，見證祂的真實與偉

蹟奇事，全都在證明聖經的真實。

大。祂，就是那位信實公義者，是超越的那位，是偉
大獨一的真神！

我就在這積極的氣氛下，學習帶領小組門訓。我與丈
夫在距離中心最近的一個屋苑租房子，開放我們的家

宣教，從來不是神要我們做偉大的事，乃是神主動邀

庭讓組員與我們一起生活。年青人會來我家溫習、遊

請我們，祂擴闊我們的生命，要我們經歷祂的豐盛，

戲，甚至無所事事地閒坐；我們一起吃飯，一起生活。

是超過我們所想的！願主繼續得著當得的榮耀！願祂

還記得有一個週日下午，他們在我家沒事做，於是便

的作為被顯揚，讓更多人被祂吸引而歸向祂！

睡起覺來。有一位弟兄收到朋友的電話，問他身在何
處，他回覆朋友：「我在牧者家中午睡。」掛起電話後，
他自己也感到很可笑。過去的一段日子，一班青年人

退修地點：
中宣校園

526,114
總收入

支出

1,410,852

教職員薪酬

(1,252,973)

宣訓支出

(321,903)

行政及課程支出

(374,075)
總支出

(1,948,951)

本期盈餘 / ( 不敷 )

(538,099)

出售資產收入

4,166,389
(3,749,750)
(39,954)
(5,503,723)

累積不敷
購置設備

(109,080)

2019 年 7 月份至 2019 年 12 月份購置必需設備支出

回應表
本人／機構願意奉獻支持貴院事工：

奉獻方式：

□ 經常費

○ 神學教育經費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一次性捐款 HK$________________

○ 教職員薪津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持續奉獻   共 __________月 / 年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上奉獻

每次奉獻金額：HK$________________

□ 宣訓 / 內地事工 ○ 經費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生資助
   

○ 宣教同工薪津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奉獻方法：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劃線支票

○ 本港  ○ 內地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校園發展基金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 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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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____________________（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 / 機構：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命很幼嫩，不太明白宣教是甚麼，更沒有想過要為神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做甚麼事情，但我就是鼓勵他們出去，看看神的作為。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讓弟兄姊妹更認識祂。

123,173

將投資淨收入及租金收入撥至校園發展基金

姓名： （牧師 / 先生 / 女士 / 教會 / 機構）

在這些經歷中，我驚訝地發現，上主總會透過祂的作

761,565

宣訓奉獻

將部份出售資產收入撥至校園發展基金

人、生活態度，我們如何活出聖經的真理，如何在軟

青年人也被我們鼓勵一同到內地服侍，雖然他們的生

經常費奉獻
學費及其他收入

全年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
或致電 5802 5322 查詢。

就這樣與我們的家庭一起生活，見證著我們的行事為

最初牧會的年日，每逢暑假，我們都會去內地短宣，

收入

4 月 30 日至 5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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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弱中經歷神的大能。

2019 年 11 月至 12 月經常費收支報告

黃韻妍博士 中華錫安傳道會 7 月 6 日至 8 月 24（週一）
華基堂
營會日期：

長宣的呼召，成為海外宣教士。時至今日，本堂已差
在過去十多年的牧養生涯中，自己從沒有想過要建立

財務報告

請把回條傳真、電郵或寄回中國宣道神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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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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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印人：馮兆成牧師 ︱ 編輯及製作：拓展部 ︱ 院長：馮兆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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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學碩士（教牧進修）課程
此課程乃為在職教牧提供進修機會，在聖經、神學及歷
史、靈修與牧養等範疇進深反思，整合教義、學術理論
與牧養實踐。同學可選主修聖經研究或靈修牧養 。

靈活選科
部分科目可從校本或校外
碩士課程科目中選擇。

課程
特色

學分豁免

申請人若曾修讀相同程度之科目，
可申請學分認可，經審核後將獲豁
免，上限為課程總學分之三分一。

全年接受申請

詳情請瀏覽本院網頁 www.cms.org.hk 或致電 5802 5322 教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