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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謹向你們報告意大利華人神學院的近
況。

謝謝你們的代禱，意神已於今年9月正
式開課了。第一年學生共有九位，數
目不多，卻是上帝為我們選召來的，
我們立志把他們模造成合上帝心意、
也能翻轉這個世代的傳道人。

謝謝金美德副院長、呂焯安牧師、張
映玉博士、甘汝誠老師和師母的協
力，第一學期的課已順利上完。聖誕
節后，我們在1月會開兩門密集課程，
分別由鄺成中博士和潘隆正博士教
授。然后在2月底，便是第二學期，何
啟明博士和師母、潘隆正博士和我將
擔任教授。我已做好准備，期盼在新
的環境有新的學習﹔我有一些神學教
育的經驗，但在歐洲教學，經驗倒是
不多呢。

前面提到潘隆正博士，他將在明年1月
成為意神的全職教授。曾在新加坡神
學院任教多年，一位有豐富教學和牧
會經驗的學者牧師，竟然垂青我們這
所小小的學院，不能不說是上帝的恩
眷。隨著明年后年，學院將有全部三
個年級的同學，並得增聘兩三位全職
教授，配合部分時間的教師，我們將
有一支優秀的教學團隊。

除了住院式的教學外，我們已聘請一
位同工吳健暉牧師，籌劃開設網上課
程，以服事羅馬以外的意大利和歐洲
各地的牧者和信徒，預計明年年中開
課。

學院軟硬體各方面仍在積極建設中，
校園生活也有一個塑造和適應的過
程，但上主恩手的幫扶是清晰可見

的。除了同工以外，我們還有一個非
常拼搏的理事團隊呢，他們雖然各有
正業，卻認定神學院為他們委身服事
的地方。與他們同工，我滿懷感激。

在第二個學期開始，我們將安排同學
到各教會實習了，這是他們學習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謝謝幾間教會的牧長
和兄姊願意接待我們的同學。神學院
以服事教會為宗旨，我們盼望與各地
教會有更好的配搭，聆聽你們對神學
院的建議。如果你們的教會能開放給
我們分享異象，或主辦青年聚會，請
與擴展副院長郭奕宏牧師，或任何一
位理事聯絡。

隨著多位老師和職員的增聘，意神面
前一年的經費將達五十萬歐元﹔此外
還需要約五萬元助學金，資助未能繳
納學費和膳宿費的同學。誠邀你的代
禱和奉獻。閣下或貴教會如有一些合
作建議，歡迎與郭奕宏副院長、金美
德副院長和我聯絡，我們很樂意為眾
教會服務。

明年1月，我們將舉辦一個獻身營，歡
迎有志考慮全時間奉獻作傳道的弟兄
姊妹參加，也歡迎你推薦有志獻身的
弟兄姊妹前來。詳情請見宣傳海報。

我們懷著恭謹的心前行，作為一所初
辦的學院，我們特別需要你們的鼓勵
和幫助。

聖誕快樂，願謙卑的嬰孩耶穌燃亮我
們心中盼望的小燈盞，有祂來了，我
們不懼。

你的同工
梁家麟謹上
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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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如一段或長或短的旅程，有駐
留的路口，有前行的腳步，有崎嶇的
山路，或平坦的大道。旅程中，獨行
有時，伴旅有時，難忘的事很多，遺
忘的事也不少，有對昨日的悔悟，亦
有對明日的憧憬。此中的悲歡離合，
成敗榮辱，使我更加認識自己，明白
自己與上主的關系、與他人的關系及
與受造物的關系。

2023年1月1日將會是我人生旅程中的
一個新站點，我一直在想該如何走下
去，如何珍惜，又如何留下祝福？

在我還年輕蒙召接受神學訓練時就有
個願望：先學習牧養教會，然后參與
海外宣教，最終拓展神學教育。感謝
上主，祂應允了我！神學畢業后，我
有機會在母會協助牧養鄉村群體，五
年后，被教會差派前往菲律賓宣教，
牧養各行業的專業人士和商人，再五
年后，負笈北美。

旅居美國十二載，除了進修，也參與
牧養知識分子，開拓華人教會，擔
任母院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希臘文教
員。2007年，帶著興奮的心情，我回
到新加坡，在新加坡神學院任教十一
年，曾常任舊約副教授，並擔任訓育
副主任、神學碩士課程主任及益道研
究中心主任。在這十一年中，培訓了
來自不同地方的學生，裝備他們進入
福音工廠，同時我也整合了自己的神
學思想，發展學術。我認為神學教育
不單是訓練耶穌基督忠心的仆人，神
學院本身更是眾教會的仆人。

然 而 ， 上 主 似 乎 有 更 美 好 的 帶
領，2018年我接受母會的邀請，接任
主理牧師一職。我的身份從一所神學

院的教授，成為一間教會的牧師。雖
然牧會與神學教育很不同，但從中所
學習到的極其寶貴：領袖同工一起推
動教會事工，與喜樂的人同喜樂，與
哀傷的人同哀傷，牧職是神聖崇高且
道成肉身的召命。四年期滿后，我深
深覺得自己的召命不在牧會，於是帶
著復雜的心情停止續約。

上主的意念真是奇妙，卸任后不久，
於靜思等候中，聽聞意大利華人神學
院成立。初次與梁院長接觸就被他對
歐洲和普世的宏偉異象，以及神學教
育的落實理念所觸動，上主再次肯定
了我多年來對散居華裔的負擔。我必
須承認，與梁院長和副院長（拓展）
郭牧師多次溝通后，心中仍有諸多顧
慮，面對這所嶄新的神學院，無論是
軟件硬件結構，還是學生團隊的來
源，或是行政資源的需要，要如何走
下去，理性來看，幾乎不可能發展。
但是，感謝上主，借著我太太，兒子
媳婦的安慰與鼓勵，讓我看見祂的旨
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神
將是祂在地上的管道，我有份參與意
神的宏偉召命，是福分亦是恩典。

現在，又是整裝待發的時刻，我該如
何調整心態，以戰兢謙卑的態度進入
新文化、新服事、新生活？我當如何
與眾同工配搭，拓展神學教育，栽培
領袖傳道人，服事散居的同胞們，參
與福音事工，宣教並建立教會？視角
定義視野，視野更新視角。唯有仰望
創始成終的耶穌，相信動搖過的信心
就不再動搖。

潘隆正
2022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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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歐洲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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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開學周的活動、聚會、和生活上
的安頓適應，意神第一屆的學員終於
在 9月5日迎來第一個上課日。有些學
員在過去曾經有修讀網上神學課程的
經驗，與老師和同學可以實體上課還
是頭一次，所以都顯得有點雀躍。另
外有學員已放下學習多年，如今重回
教室上課，也顯得有點興奮。

第一個學期共開設五門學科，全部安
排在周一至五的早上上課。學員在下
午和晚上就可以在圖書館看書和預備
作業。當然，也可以約見老師，提問
學習上的疑難、或分享學習心得。因
學期期間老師都住在學院，不單在課
堂上授課，也與學生一起生活，關懷
指導。這是學員十分享受的一種學習
經驗。因為不單可以在課堂上得到老
師耳提面命的教導，更可以從生活上
的交通分享，體會事奉人生的寶貴經
歷，成為他們日后在事奉上的提示。

意神在初創階段，院舍各方面的設施
仍在努力完善的過程中。例如新加建
的教室在燈光設置和隔音配備方面是
有待調校和改善的。但學員們都耐心
地去適應。除此以外，意神強調住院
式的神學訓練﹔故而在課堂以外，也
安排了全部學員都必修的「隱藏課
程」。學員每天都有一個小時的「義

務勞動」﹔按學院的編配，在維持
院舍的整潔上出一分力。這不單是勞
動，更是學習彼此服侍的一種操練。
有部份學員在開始的時候，因種種原
因而不習慣，甚至表現出抗拒的態
度。然而，經過解說和教導后，大都
能夠有動力去學習這些重要的課程。
傳道人生就是服侍人生。意神不單隻
是培訓學員成為一個「善於教導」（
提后二24）的傳道人，這確實是我們
努力要達致的目標。但是，意神的畢
業生也必須要成為一個「非以役人、
乃役於人」（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的傳道人。這就是主耶穌為偉
大人生所下的定義。祂自己不單這樣
訓示門徒，更身體力行地去踐行祂所
教導的，為跟隨祂的樹立典范（參可
十43-45，太四23、九35）。

還記得在開學后的第二周，未知是否
食物的問題，還是同學身體適應環境
轉變的問題，有學員和他們的家人陸
續出現身體不適﹔大家都顯得有點擔
心。但感謝神，經過治療、休息、和
禱告，病患者都很快復元。期間我觀
察到大家所表現的關愛和支持，令我
不住為這個愛的群體感恩。就這方面
而言，學員們所修的「隱藏課程」都
拿到優等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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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及分享第一學期的情況
呂焯安牧師 (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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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神呼召我出來全職事奉。於是，我
一邊上著新加坡神學院的網上課程，一邊
跟著當時教會的牧者（華傳的宣教士）學
習事奉。2015年宣教士離開，需要我獨立
來帶領教會。我們的教會是一個流動性特
別大的教會，沒有人移民在這裡，學生畢
業就走。所以，我沒有固定的同工。牧養
和事務性的工作都是需要我和先生去做。
特別是2017年懷孕以后，就變得更加的
不容易。我感受到自己由內而外的枯竭。
我不得不為了寫講章而寫講章，為了查經
而查經，我甚至沒有了個人讀經，親近神
的時間和精力。從一開始有熱情的服事變
成了沒有生命的去完成一份工作。因為認
識的牧者和教會也很少，得到的支持也不
多，所以靈裡也非常的孤單。

2022年，一些外在環境的原因使我離開。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充電，重新建
立與上帝關系的好時機。在這段時間，我
了解到了意大利華人神學院的一些的信
息。其實，一開始是計劃讀網上的神學
院，但我覺得理論知識的學習是一方面，
而生命的影響是更加的重要。而生命的影
響，通過網絡的傳遞是有它的局限性，所
以，我渴望讀一個線下的神學院。當我知
道意大利華人神學院不能辦理留學生身份
的時候，心裡有一些的遺憾。但是沒想到
行奇妙事的神，幫助我拿到了匈牙利三年
的簽証！所以，這就更加強了我要來「意
神」讀書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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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琳 (道碩一年級學生)

生命影響生命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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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啊！現在檷還是我們的父﹔
我們不過是泥土，檷才是陶匠﹔我們
眾人都是檷手所作的。」(賽64:8)

筆者讀神學時，神學院位於山頂，同
學間常常互勉：「上山，是為了下
山！」古時人上山拜師學藝，為的是
下山闖蕩江湖，朝向成為德高望重﹑
人人景仰的武林高手。神學生呢？

隨著媒體信息發達，講道﹑網上神學
課程林立，還需要入讀神學院嗎？筆
者經歷了六年的神學院生活，或許有
點資格說：不可或缺！如果，神學訓
練單單是知識傳遞，網上課程或密集
課程已能滿足一切的需求﹔然而，如
果教會需要的是委身順服上帝，謙卑
牧養羊群的仆人，神學生活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洗滌和煉淨的平台。每位神
學生准備上山時，都需要放下過去的
一切：無論過去在社會或教會有多大
的成就，備受多少的肯定和欣賞，上
山一刻都要放下﹔隻帶著上帝在個人
生命中的召命，在短短幾年的學習
中，經驗上帝在個人生命中的重塑，
朝向成為上帝合用器皿的目標進發。

神學生活不容易：追趕功課﹑預備實
習﹑服從規范﹑義務工作﹑宿舍生

活﹑人際關系……等等，每位同學總
會在某些范疇中感到沮喪或挫敗。有
人願意經驗破碎與重塑，也有人退回
過去的原處，這不是對與錯的抉擇。
誠然，課堂學習可以讓同學在知識領
域中大開眼界，學院生活和實習生活
卻是一面鏡子，反映真實的自己﹑也
反映在上帝關系中的自己。就是在這
些發現裡，我們才會謙卑的向上帝
說：我願意被檷破碎，願意讓檷作
主，重塑檷喜愛的我。

如果上山是放下過去的世界和身份，
下山就是帶著另一個身份進入另一個
世界：上帝的仆人﹑教會的牧人。神
學學習作為同學身份轉化的培育平
台，期盼同學在這幾年的學習立下基
礎，畢業並不代表他們已成為一個完
美的牧者，而是在基礎上繼續成長，
成為榮耀上帝﹑造就教會的牧人。

每當想起神學院的學習生活，筆者感
恩無限，因為在那六年生活中，開啟
了筆者發現自己﹑經驗上帝重塑生命
之旅。畢業了二十多年，筆者仍然無
悔放下過去的世界，在上帝的國度裡
服侍，並為這尊貴的召命感到無限榮
幸，上帝竟願意使用筆者這個卑微如
塵的人。

蒙福的華麗轉身之旅
張映玉博士 (學生事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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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我和師母接到羅馬西區基督教會邀請，於意大利華人神學院舉辦了歐洲
第一屆夫妻營，總共有二十對夫婦出席。整個營會蒙神豐厚的恩典，和聖靈在各
人心中的感動，參加者都打開緊閉的心扉，將內心隱藏的感受和情感向配偶傾
訴，特別在最后重建盟約的時候，透過不少真情的眼淚，使每一個參加者都受感
動而向神獻上感恩！

會后不少參加者都鼓勵我們再次在意大利舉行同類的夫妻營，因他們的朋友和自
己的父母都有極大的需要。經禱告和仔細討論后，我們夫婦希望趁著仍能走動的
時候，祝福更多婚姻，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歡迎弟兄姊妹把握機會報名參加，
並請將此營會消息傳給需要的人。

意大利第二/三屆愛家陪恩愛夫妻營
主辦 ：愛家陪教育
協辦 ：意大利華人神學院
第二屆2023年2月3-5日(婚齡26年或以上) 
第三屆2023年2月13-15日(婚齡25年或以下)

詳情及報名：請掃以下二維碼 
查詢：郭奕宏牧師 Whatsapp: +852-90333278  
電郵：hbedu2020@gmail.com

愛家陪恩愛夫妻營
歐洲第一届參加者見證

郭奕宏牧師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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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來沒打算來這個營會，感覺對我
幫助不會太大！我們結婚也快有10來
年了，最近幾年我們的關系越來越冷
淡，溝通也幾乎是0！對彼此的耐心
也沒了！有時候都會覺得這日子過不
下去，都忘記了曾經我們是那麼的相
愛，為了孩子而在一起，以為這樣是
正常的。所以我保持這樣的心態去這
個營會。

后來一開始聽道就馬上吸引我的注意
力，慢慢從沒興趣變成興趣，從興趣
變成感動。

讓我影響最深刻，就是師母不顧一切
把他們感情最糟糕的時候來給我們分
享，在我眼裡牧師和師母是一個很高
的地位，能冒險自己形象來幫助我
們，讓我跟感動。

感謝神，通過牧師和師母的輔導，我
發覺自己很多問題要改，無論是溝通
還是照顧方面. 我們夫妻兩也重新找到
愛和信任原因。我不能說我們現在都
沒有問題，不過我們有了指南針，讓
我們每天改進。

我想用這個機會來跟我老婆表白：
老婆，我想跟你說對不起，這幾年我
沒好好照顧和理解你，隻顧著自己的
困難和壓力，經常對著你發脾氣和埋
怨你，傷害你。我答應你我會努力彌
補。老婆我想謝謝你，給了我兩個這
麼可愛得孩子，一直支持我，謝謝你
對孩子的付出，對家庭的付出，謝謝
你的陪伴，有了你我們生命才精彩。

我愛你，老婆！

第一屆參加者
見証分享 潘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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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推介﹕2023冬季密集課程

詳情及報名﹕

奉獻支持
願意以奉獻支持意大利華人神學院發展的弟兄姊妹，
可點擊連結或掃二維碼進行奉獻：https://www.itcts.org/donations

意神通訊
若你願意定期收到「意神通訊」，請點擊連結或掃二維瑪，並提供聯絡資料：
https://forms.gle/xpN4iiu8ktG9EBSx8

「福音書」

日期：2023年1月16-20日

教師：鄺成中博士（本院客座教授)
英國索立大學哲學博士（主修新約），曾任香港聖
經協會聖經翻譯，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系副教授
等。現任紐約華人宣道會基督教教育主任，建道神
學院美東神學課程主任。著作包括《路加福音的詞
序》及多篇福音書的研究專文。
 
課程簡介
課程會介紹四本福音書的內容及有關的課題，包括
對觀福音書的課題，四本福音書的內容，主題，以
及有關的神學主題。四福音不單是耶穌生平事件的
記述。更是不同作者的文學寫作，課程會以文學敘
事的角度帶出以上的不同課題。

截止報名﹕2022年12月31日

「釋經學」

日期：2023年1月9-13日

教師：潘隆正博士（本院專任教授）
美國威敏斯特神學院哲學博士（舊約）。曾任新加
坡神學院華文神學系舊約副教授，神學碩士課程主
任，新加坡長老會漳宜伯大尼堂主理牧師。

課程簡介
本科有別於研經法，不是介紹解釋經文的各種方
法，而是處理經文詮釋的哲學理念和探索「意思」
的所在，並將之應用在聖經的經文詮釋。我們將介
紹聖經詮釋學的歷史發展與過程，分析不同經文詮
釋的原則，和說明詮釋的假設前提如何影響對經
文的詮釋。我們也將學習如何給不同經文選段作詮
釋，從中來看我們今日研究聖經當有的進路。

截止報名﹕2022年12月31日

學院消息：

1. 潘隆正教授，將於2023年1月起應聘為本院首位全職教授，感謝主的帶領。
2. 張映玉博士將於2023年1月離任，感謝她為本院的教務及學生事務建立重要的基礎，祝福張博士前面的服侍。
3. 胡珍姊妹將於2023年1月正式就任為本院學生事務主任兼教務工作，求主祝福她在意神的服侍。
4. 2022-23年度第二學期將於2023年3月2日開學，本學期開辦科目如下：
 1. 舊約歷史書 (潘隆正老師)
 2. 教會歷史(l) (梁家麟院長)
 3. 教牧品格成長 (何啟明老師)
 4. 佈道學 (何啟明老師)
 5. 新約概論 (何鄭惜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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