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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說讀神學要付「代價」 l 所謂的「代價」 ，一般人認為就是要為神捨棄穩定

或有前途的工作，又或為神捨棄較舒適丶安穩的生活。是的，這些是每位準備全時間讀

神學的學生要付上的代價。然而，就只有

這些嗎？從—個安定的生活、穩定的工作

及熟悉的教會環境進入神學院學習，生活

將會出現很多轉變。要面對這些轉變也是

每—位神學生準備要付上的「代價」。若

在進入神學院前輕忽了這些轉變，這些轉

變所引起的壓力，不單令每—位神學生感

到身心疲憊，更可能繼而引發情緒問題。

1967年，心理學家Thomas Holmes 及 Richard Rahe就生活轉變與屬力和疾病

之間的關係進行了一些研究。通過對幾千人的調查，他們得到了—個生活事件的清單，

遷份清單代表着—般人們需要去適應或調整的生活壓力源及事件。清單包含43項事件，

當中包括一些困難及美好的事件。他們又根據每—項事件所帶來的靨力程度設定了—個

評分系統，衡量它們每—項事件在人們的生活中，為人帶來的破壞大小或事後人們需要

付出的調整或努力的多少而被賦予—個數量值。這份測試稱之為「社會再適應量表」

(The Social Read」 ustment Rating Scale, SRRS) 。 1

1 Thomas Holmes and Richard H. Rahe, "The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1:2 (1967): 213-218. From 
<http://www.jpsychores.com/article/0022-3999(67)90010-4/pdf> (accessed 26 Ma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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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量表，讓我們看看—位神學新生在學業、週末實習及恆常的學生群體生活中，

第—個學年可能會出現的生活壓力事件。筆者在此簡化地將神學生分為三種類別：

J 
肩俘

(1) 輩梟節褲擧顥生飼矚鑾事件包指：

事業上轉變（轉行）

財務狀況改變（沒有工作）

工作職責改變（神學生在校及實習教會的責任）

初入學或結業（入讀神學院）

改變工作時間或條件（上課和實習）

改變生活習慣（衣着、交通工具、參加社團的改變）

改變宗教活動（離開母會到另—間教會實習）

改變社交活動（學生群體生活取代大部份的社交活動）

改變睡眠習慣（神學院生活導致作息改變）

改變與家人團聚次數（週末實習影響與家人團聚）

改變飲食習慣（在學院午膳）

聖誕假期（假期計劃及安排）

＊上述所有事件合共的得分是259

(2) 已嬗翦禕擧新生翦轉變事件包指：

上逑—般單身神學新生的轉變事件

夫妻爭吵增加

＊上述所有事件合共的得分是294

(3) 住富節蠶梟神擧顥生飼轉變事件包指：

上逑—般單身神學新生的轉變事件

搬家

居住環境改變

＊上述所有事件合共的得分是299

按量表的標準指示，神學新生的得分若在200-299 , 表示他們有中度的生活壓力，

而300分以上的，則有重大的生活壓力。這樣看來，單身的同學所面對的生活廛力是厲

於中度，而已婚及住宿的單身同學則面對接近高度的生活壓力。

面對這些壓力，筆者簡潔地向同學們作出兩個建議。第一是要有先見之明，坦誠地

評估自己將要面對那些轉變。除了要計算壓力的數量值外，更要知道壓力是源自那些事

件，以致當遇上這些轉變事件時，因已作了心理準備，就不致方寸大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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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要積極備戰，廛力出現時，必須懂傳運用減靨方法。除了坊間經常提及的減

壓方法（如游泳、做鬆弛運動等）外，建立個人的健康減壓模式也是非常重要。如能根

據個人的喜好、習慣和強項來建立恆常運用的滅壓方法，不望能夠幫助個人較容易掌握

減壓的模式，更是有效地持續進行減壓活動。

簡言之，不只是神學新生才有壓力，事實上在人生不同的階段所出現的改變，都為

每—個人帶來廛力，例如：事奉崗位的轉變、工作的轉變丶居住環境的改變丶子女升學

等，都是壓力來源。面對這些轉變，若我們能預先計算可能出現的壓力，在心理上作好

準備，並掌握個人的減壓良方，那就較能駕馭壓力，將壓力轉化為成長的動力，讓人生

活得更穩妥。

學靛騸 鱲

本院師生一行20人於3月 22-26 日

到潮汕地區進行跨文化學習交流。首

先探訪汕頭市基督教兩會和汕頭大學

基督教研究中心。之後入住揭陽神學

培訓中心，與中心學員一起上課，體

驗學員的生活。此外，又參與當地潮

語崇拜及祈禱會等覈會。全程共計訪

問了九家汕頭與揭陽兩市的市區和山

區的教會，其中大半創立於十九世紀

中後期。 探訪汕頭兩會辦事處

揭陽大洋堂舊堂址

＜感想＞

洪楚君

（道學碩士一年級生）

這次潮汕教會交流之旅收獲豐富，除了對三自

教會多了認識外，透過基督教兩會的牧者分

享，也讓我看到神忠心的僕人為了神國度的益

處而願意默默擺上。還有，我又看到各教會百

年來不斷祝福暹個地匿的居民，甚至把遍份愛

帶到鄰近地區。雖然他們經歷過苦難，但人愛

神的心不但沒有減退，還越發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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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安娜

（神學學士二年級生）

潮汕地區跨文化學習交流

實在令我大開眼界。我看

到當地教會的信徒和牧者

是何等謙卑和渴慕神的

話；培訓中心的學員如何

的勤奮、主動學習；山區

教會的牧者如何在艱難的

情況下仍忠心服侍。我反

思自己的聖經知識貧乏，

靈性散慢，和受苦心志不

足。這次交流激勵我持續

每天有規律的作息，和每

天讀經最少半小時。

與揭陽培訓中心學員探訪揭西山區教會

梁允誠（道學碩士一年級生）

對於這次內地交流的感受，其中我要多謝宣教士的獻身。他們從當時先

進的西方來到環境完全不同的潮汕地區，為中國建立了初代的借徒。同

樣，雖然潮汕的信徒也握過眾多的迫害，但到現在還看到這麼多三、四

代的和願意服事神的年輕基督徒。我們實在沒有太多理由說資源丶條件

不足。內地信徒的堅強鼓勵我勇敢開發未來服事的可能性。

搞陽五經富堂宣教士宿舍這址 汕頭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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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頭嚳石堂

陳潔靈（神學學士二年級生）

這次行程讓我認識揭陽的福音起源，又

見識到潮汕地區的教會及教會領袖如何

注重歴史保存。教會丶長至沒有宗教背

景的大學圖書館，都會有有關福音工作

的口述歷史，甚至保存具歷史價值的文

物。我個人感覺，他們很用心地紀念宣

教士先驅的奉獻，感激先驅的擺上。亦

都傳承了先驅的熱心，繼續興旺福音。

由學生會籌劃的全院春季旅行於4 月 5 日順利道

行，是次活動主題為「真· 漫遊澳門」°

。本院在校師生同工每週有兩次午間崇拜（午會），今年上半年午會

特別多邀請各屆校友分享信息，包括盧啟智 ('14雙學位）、郭華妹

('01 文憑/'03學士）丶梁壁重 ('96基礎神學文憑/'07學士）丶

黃嘉儀 ('94學士）丶陳少初 ('13學士）丶張志卿 ('03學士）丶

連潔貞 ('89文憑/'03學士）丶符和健 ('87文憑/'89學士）丶朱

英儀 ('92文憑/'00學士）丶陳淑賢 ('15事工文憑）等校友。其

他外請講員包括潘靄君牧師（鑿公會澳門鑿保羅堂）、文麗英牧師

（自由傳道）丶白約翰牧師（晨光福音堂）、蔡春曦牧師（加拿大

以斯拉培訓網絡）丶陳呂秀玲宣教師（志道堂）丶彭治權宣教士

（中華福音使命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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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靛莆皇

為了羹祝澳聖35迴年院廑，本院

今年2月起舉辦每月一次「神學與

生活」系列講座。

3 月 12 日胡志偉博士主講「在世而

不暠世的群體」假下環浸亻言會舉

行，約有90人出席

5 月 21 日汪善儀博士主講「以神為

本的管理」假聖公會澳門聖馬可堂

舉行，約有50人出席

' I I ' 

I I I , I 

2 月 20 日邵晨光博士主講「回到聖

經去」假澳門神召會舉行，約100

人出席

4 月 10 日楊懷恩院長主講「多元文

化中獨—的基督」假宣道堂新口岸

堂舉行，約有50人出席

6 月 19 日翁偉業先生主講「生生不

息 直到地極」假中華傳道會澳門

堂舉行，約有70人出席

「希臘空中行」暨「從聖城· 到地

極·作見證」專題研討會於4月 24

日假澳門神召會舉行，講員為以斯

拉培訓網絡總幹事蔡春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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緘輝 1b 顧

2017年1 月至6月期間，本院講師獲邀於下列澳港兩地教會主日崇拜證道：中華基督教會澳門海

南堂、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中國佈道會恩慈堂、中華傳道會澳門堂、大埔浸信會澳門堂、下環

浸信會丶白鴿巢浸信會、基督教金巴崙長老會澳門堂、基督教濠光堂丶基督教濠恩堂、基督徒聚

會中心、基督教會信心堂、澳門二龍喉浸信會、澳門廣安教會丶浸信宣道會頌愛堂、浸信宣道會

頌望堂、浸信宣道會頌揚堂、澳門神召會、神召會澳門福音堂、澳門神召會英語堂、國際傳教證

道會榮基堂丶聖約教會澳門堅中堂、宣道會新橋堂、循道衛理澳門堂丶青年挑戰戒毒中心、澳門

浸信中學、中華基督教會基道堂、崇真會荃葵堂、九龍城潮人生命堂、樂傳生命堂等。

視賈
校友黃麗敏傳道於今年3月 19 日獲母會

澳門二龍喉浸信會按立牧師聖職。

謹此致賀。

＾事肩皇

鄞穎翹博士於3月 7 日至9 日於香港建道神學院教授

普通話密集誤程「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還」°

新同工黃翊沖弟兄（晨光福音堂）於今年1 月 3 日

加入本院，擔任行政助理。

本院前同工李蓮鳳姊妺已於4月 1 日離任圖書館助

理的職務。感謝李姊妹在本院過去的事奉參與，願

主繼續引領她的服侍。另新同工馮歷奇弟兄（宣道

堂筷子基堂）於今年6月 1 日加本入院，接替圖書

館助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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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緡懍璽之灰
楊懷恩院長

我常說，澳門聖經學院是屬於澳門的。這句話，有實然和應然 (is/ought) 的張力，也有已然但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的吊詭。

澳聖—直都在澳門，暹—點無庸置疑。澳聖學生，早期很多來自大陸，之後不少來自香港，但最近這

20年，基本上以澳門本地人為主。管治的實體，正由在香港註冊的董事會逐漸轉移給本澳註冊的理監事

會。理事會成員，亦不斷本地化。澳聖教師團隊，包括本人在內，以往清—色由宣教士組成（即是免支

薪），現已越來越多本地受聘。澳聖的獻金收入來源，很可惜，仍然絕大部份來自香港。

按2016年的奉獻者名單，來自本澳的個人單位不出30個，其中還有好些是在澳宣教士。 2016年有奉

獻支持澳聖經費的澳門教會，撇除因同工去講道而收的車敬不算，只有13家。

在街上遇見—位本澳信徒，不知因何談起澳聖收入。他說他—直以為我們有政府資助。我心中苦笑。

澳門政府固然是大財主，也大力資助不少基督教社會服務機構。但澳聖並不從事—般社會服務，只是為教

會培育人材，為信徒提供訓練，為什麼會去仰仗澳門政府支援？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

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羅，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弗 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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