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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前院長黃卓英牧師及現任教授譚月生牧師分別
於二月十九日及二月十四日主懷安息，本院同人深
切懷念，並向兩位牧師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特別
是黃牧師的兒女錫安、美意、美慈和錫霖，以及譚
牧師的妻子譚師母和他的兒女恩綸及婉柔，願主的
安慰平安臨到這兩個家庭。

筆者於一九六九年至七三年就讀本院，四年學習期間
受教於黃卓英牧師，印象較深刻的事件有三：一是黃
卓英牧師的普通話較易聽懂，使我上課時較為專心。
二是黃卓英牧師所教授的教牧學，其實是研讀三卷教
牧書信（提摩太前後書及提多書），不單影響筆者在
堂會牧養事工，並且近日自己在本院教授教牧學一科
時，基本上也採用了教牧書信的框架。第三是黃卓英
牧師的講道，逢週三晚的祈禱會，及週日的主日崇
拜，每月定有一次可以聽到黃卓英牧師的講道，成為
自己生命成長的一個重要影響。

筆者畢業之時，也是藍如溪院長退休之年，黃卓英
牧師接任院長一職，對黃卓英牧師而言是極大挑
戰，他要承接藍院長四十多年來辛勤建立學院的工
作，除了維持原有的異象，也要與時並進，是一
件不容易的事。然而黃卓英牧師基於對伯特利教
會及伯特利神學院的委身，毅然接任，他延續了藍
院長所建立的傳統，更能持續發展，直至九零年退
休。期間筆者應邀擔任客席講師，由學生身分轉為
同工身分，先後達十二載，慶幸能夠從黃卓英牧師
身上，學習到牧師風範。深信在主內勞苦，不會徒
然，更能蒙主悅納。

筆者於零九年開始擔任院長，有幸與譚月生牧師同
工達六載，對於譚月生牧師息勞歸主，深表婉惜。
期間看見上帝給他的恩賜，他盡心服事建立眾多學
生，心中也充滿感恩。第一次筆者與譚月生牧師接
觸，是在就任前數月的一次教員會中，對他的第一
印象是高大威猛、態度溫和、表現直言。筆者可以
用四句口語化的句子來表達他的學養、品格、熱
誠、好客、關懷等素質：

一、滋油淡定胸有成竹：這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累
積的經驗，大小事情總是處變不驚，也能感染他人
安靜面對困境。

二、有傾有講平易近人：在飯堂吃飯時，他總會主
動與學生傾談，很多時從記得學生的名字開始。開
會時他也經常以平和正直心境提出不同意見，又不
時以舍監身分請學生回家吃飯，並且親自下廚，筆
者也不下數次接受邀請作座上客。

三、多才多藝創意十足。無論是在閒談間或會議
中，看似天馬行空，事實是慢慢化成可以實踐的事
工，例如成立CPSP香港分會（College of Pastoral 
Supervision and Psychotherapy）就是在「傾下講
下 」 之 下 成 立 了 。 又 例 如 在 學 士 輔 導 課 程 中 ，
「醫院事工與舒緩治療」及「成癮預防及治療」就
在長年觀察準備下，在合適時間與同工同心「講下
講下」之下開展了。

四、培育後進不遺餘力。例如以四年時間，培育了
兩位臨床牧關教育課程的督導，使本院臨床牧關教
育課程可以更全面開展。又例如在課堂上即時明白
學生的困惑及疑難，以活潑表達及驚人忍耐不厭其
煩地示範，讓學生更全面掌握臨床技巧。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
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願黃卓英牧
師及譚月生牧師留下的美好腳蹤及榜樣，激勵眾
人，堅定事奉。

陸輝院長

院長的話

黃卓英牧師
譚月生牧師

悼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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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輝院長編

黃卓英牧師生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廣東普寧
人，為家中長子。父親是篤信基督的西醫，在行醫
的同時，亦是傳道人，但在黄牧師幼年時，父親遭
人綁架後便消息全無。黄母帶著三個年幼失怙待哺
的兒女，生活極為困苦，需要日夜辛勞工作才能勉
強糊口。後來經教會的安排，母親到汕頭接受神學
訓練，亦成為傳道人。黃牧師在父母敬虔生活的薰
陶下，從小便建立了堅實的信仰根基。

黃牧師於四九年由汕頭來到香港。來港前得到一位
在大陸的西教士推薦，抵港後便得以進入剛在港復
校的伯特利神學院，接受正規神學訓練。四年的神
學課程確定了他往後一生的人生方向，也堅定了他
終身事主的穩固職志。五三年神學畢業後，黃牧師
受聘留校服務，從此便一直在伯特利專心事奉至退
休，可見黃牧師是一位專一而忠心的牧者、是一生
忠於神所託付使命的伯特利人。

黃牧師在在五七年和彭惠華女士結婚。神先後賜給
他們四名子女，長子錫安，次女美意、三女美慈、
四子錫霖。黃師母已於二零一三年息勞歸主。黃牧
師在一九六三年被伯特利教會按立為牧師，其後在
六五至六六年到美國亞蘇沙學院進修。黃牧師在

六八年開始在伯特利神學院任教，七三年擔任院
長，直至九零年從院長一職退休，但仍繼續任教
神學課程至九二年。在神學院長達廿四年的事奉
中，黃牧師最感到滿足的就是為神的國度培育人
才，而在黃牧師的眾多畢業學生中，不少已成為
教會或機構領袖。這些分佈在世界各地的學生都
能緊守事奉崗位，他們的成就都令黃牧師感到光
榮。黃牧師從伯神退休後，曾有數年時間每週兩
日應邀到澳門浸信神學院授課，可見黃牧師對神
學教育的關注。

黃牧師被按立為牧師後，為了回應中學生基督徒
的需要，便著手積極籌劃成立地方教會，即香港
伯特利教會，亦即香港伯特利教會九龍城堂的前
身。自堂會成立之後，黃牧師一直擔任義務堂主
任，直至八一年，前後達十八年之久。惟黃牧師
是一位以神家的事為念的牧者，因此，他雖卸
下義務堂主任一職，但仍然參與牧養事工，無
論是主日講壇事奉、教導主日學和慕道班、探訪
會友、主持浸禮等等，黃牧師從無鬆懈過。九五
年黃牧師鑑於教會事工發展的需要，雖已年過
七十，但仍肩負成立基督教伯特利會遵理堂的重
任，並一直擔任義務顧問牧師一職，直至安息主

悼念黃卓英牧師

黄卓英牧師
 (1924–2015)



懷。此外，黃牧師也連續多年到
潮汕一帶教會講道及主領培
訓課程，牧師對家鄉福音
事工的重視可見一斑。
近年雖已年紀老邁，但
黃牧師仍不時到護老院
主持崇拜及主領聖餐。
黃牧師在神家的忠心事
奉超過半世紀，實在是
一代良牧。

黃牧師重視學生福音工作，
教學之餘更積極從事學生佈道
與基督徒學生的靈命培育。黃牧師
為伯特利中學辦學使命奠定基礎，於七三年
被委任為伯特利中學校董，並於八二至九六年擔
任校監，帶領學校渡過由私校轉為津校、以及由
九龍遷校至新界的艱辛時期。黃牧師的信心與沉
毅穩重的處事態度化解了不少危機。

除了神學教育和牧會外，黃牧師也注重文字工
作。除經常在教會刊物撰寫文章外，亦曾著有

《 一點一握》與《教會文書》兩
書。二書對後輩主內同工均有

所裨益，可見牧師對晚輩同
工的關愛。

黃 牧 師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月廿一日早上在家突然
中風，即被送入院治療。
留院期間雖受肉體痛苦折

磨，但牧師仍充滿喜樂平
安，惟延至一五年二月十九

日中午十二時三刻，在伊利沙
伯醫院主懷安息，在世寄居九十

一載。

黃牧師被主接回天家，家人及親友、同工，同道
和學生等雖難免傷感，但這是神的美旨，讓他老
人家走完今生路程，從此安息主懷中，享受天國
福樂。正如聖經中使徒保羅所說：「那美好的仗
他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他已經跑盡了，所信的
道他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他
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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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黃卓英牧師

「你放心，是我操舵。」
           ─念伯神一代舵手黃卓英牧師

 李雋整理（本院副教務長）

黃卓英牧師的學生、現任香港神學院院長褚永華牧
師在喪禮上說，他不知道黃牧師的身世原來這樣坎
坷：年幼失怙、戰亂流離。據黃牧師的妹妹回憶，
一家還飽受生病、斷糧、被人欺侮的威脅。每次黃
牧師的母親都教導他們兄妹三人要敬拜神和愛神。
所以，黃牧師最喜歡的詩歌，就是他母親每天唱頌
的《求主掌舵》。可以想像，在那些孤苦無依的日
子，黃牧師肩負「長兄為父」的責任，日復一日，
跟隨媽媽的榜樣，渡過貧困和抗戰的艱難歲月，能
夠叫他們一家不失信心的，就是有救主掌舵這個強
烈的信念。 1

黃牧師的生命也果真如詩歌所說，在風浪中穩妥安
定。與黃牧師在伯神同班的麥希真牧師憶述，當年
他們同一屆的同學共七男一女，畢業時可謂是七星
伴月。2  麥牧師是高中畢業即入讀伯神，黃牧師卻
已經當過鄉校教師和政府文書。在同學中特別顯得
穩重，更擔任靈修一職。當時同屆的李非吾牧師到
今日仍然稱黃牧師為「與人相和」的牧者；麥牧師
也提到，黃牧師對人從沒有說好說歹，總是沉實謙
和。大概是因為這個原因，在畢業後隨即得到當時
院長的邀請，留任伯特利中學為教師，後來更成為
神學院的院長。

聞說黃牧師雖個性沉靜，但卻有幽默的一面，麥
希真牧師最深刻的，是黃牧師可以說笑話而不自
笑，李非吾師母更憶述，黃牧師講道，往往戛然
而止，當會眾仍在思考他所講解的信息時，黃
牧師就已經步下講台，讓會眾在聽道後仍反覆思
量，意味深長。

生於憂患，卻可以幽默、沉穩，忠心事奉，可見
黃牧師信心之大，相信神必為事工預備和供應，
他便不用過分憂慮。現任伯特利教會總幹事林漢
偉憶述，當年伯特利中學要遷校，在財政匱乏又
飽受政府壓力之下，黃牧師仍可以堅持不因捐獻
而改動校名，只憑一句：「主會預備。」這就帶
領伯中渡過遷校的難關，林總幹事與黃牧師共事
數十年，知道黃牧師從不失眠，究其原因，就是
黃牧師對神有極大的信心，相信主在掌舵。

從一九七三至一九九零年，黃牧師是伯特利神學
院在地上的舵手，他的身教言教，讓學院上下見
證一位忠心僕人如何代表神為學院領航。如今舵
手離去，留下的，並不是一個懸空的位置，而是
一個更美更大的遠景，叫我們明白主才是伯特利
的掌舵人：「你放心，是我操舵。」3 

   《求主操舵》
一.求救主來操我舵，去經過苦海洪波，

大風浪撲面而來，多礁石, 堪慮隱災，
惟主有南針海圖，懇求主來操我舵 

二.像慈母撫愛嬰孩, 主平靜汪洋大海, 
只要主吩咐"平靜", 浪與風便都聽命, 
掌海洋全能之主, 懇求主來操我舵. 

三.到後來舟近海邊, 浪觸岸震地聲喧, 
尚未得安息之前, 我仍靠我主心懷, 
願聞主柔聲慰道: 你放心, 是我操舵

2  伯神1953年第7屆畢業生有：顏東美、彭謙、彭傳經、薛步遜、麥希真、黄卓英、譚雲、李玉珍，只有周李玉珍師母是姊妹，其餘都是弟兄。其中彭謙是黃卓英師母彭惠華的胞兄，後來蒙召
到馬來西亞宣教。

3  本文資料取材自褚永華牧師在黃卓師牧師喪禮中之講道、林漢偉總幹事在述史時的分享、《黃卓英牧師懷念集》，以及麥希真牧師和李陳永鈿師母的訪問，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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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黃卓英學友二三事
 周李玉珍師母（本院前任教務主任）

黃卓英與我是伯特利神學院一九五三年同一屆畢業
的同學，又曾在母院同工二十載，在此簡述有關黃
牧師二三事。

黃牧師在進入神學院時，早已寫得一手好字，國
學根底也很好。日後他在母院任院長時，兼授應用
文，多年後集大成，出版了一本《教會文書》，是
當代在這方面不可多得的參考書。

他在母院就學時，為人安靜，不苟言笑，卻出口幽
默，常引得同學們會心微笑。據另一位同屆同學薛
步遜牧師所言，他與黃牧師並林志仁牧師均來自潮
汕地區，故比較常在一起，自稱為「潮汕三傑」。
黃卓英是英傑，林志仁是仁傑, 薛步遜是遜傑。由
於黃牧師年紀稍長，故被稱為「阿兄」（廣東話
「大佬」之意）。這三傑不是江湖劍客，而是常常
在一起查經禱告的小組，由「阿兄」帶領。

這位「阿兄」雖有本領才幹，卻為人沉著低調，循
規蹈矩，與女同學說不上兩句。以致畢業以後，還
得依靠當時神學院的教務長林景康牧師和師母的介
紹，得與彭惠華校友交往，以致結為夫婦。二人相
親相愛，不離不棄，至死方休。

日後，我回母院任教時，曾有幾年時間與外子周天
和牧師並先母住在恩光樓宿舍，與黃牧師一家毗鄰
而居。從來沒有聽見過他們吵架的聲音。順便一提
的是，我與黃牧師同工二十年，也從來沒有口角過
一句半句。

我夫婦倆很少串門子，但每一次去看望他們時，
黃牧師必鄭重其事，搬盤弄杯，為我們細沏潮州有
名的「功夫茶」，殷勤招待。黃師母做了什麼特別
好吃的東西，也會拍門送來一碗，說是給我的先母
吃，足見他們很敬老。

黃 牧 師 夫
婦很念舊。
我們退休以
後，搬來美
國波士頓市
附近定居。
每逢回香港，必然會打個電話給他們，約他們出
來「飲茶」，他們從不推辭。更難得的是，他們
來紐約市看兒女及家屬的時候，也會特別遠道來
看我們。第一次是二零零六年五月，由次女美
慈、幼子錫林和媳婦詩韻陪同來我們家探望。那
時還約了譚雅各校友和馮雅各校友一起午餐，餐
後黃牧師竟反客為主，爭著「埋單」（付帳）。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黃師母被主接回天家，我們擔
心年歲已高的黃牧師此後如何面對孤單獨處的日
子。我曾不止一次間接詢問，得知黃牧師尚可如
常生活，也便感到放心。更使我們意外的是：
二零一四年六月，他的長女美意陪伴他來美國散
心，期間竟然與美意、兒子錫林和媳婦詩韻再次
光臨舍下。我們看見他頭腦清晰，談笑如昔，更
感到欣慰。

不料，黃牧師回港幾個月以後，據說他體弱有
病，更於今年大年初一，先後得到伯特利神學院
校友會主席李德榮牧師和黃牧師的幼子錫林的電
郵，驚聞他被主接去的消息，頗感意外。當時第
一個意念是，依照華人傳統，大年初一去世乃屬
不吉利。不料，抬頭一看，看見香港聖經公會印
製的日曆上寫著這樣的金句：「這是耶和華所定
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詩一一八
24）有了這應許，黃牧師的遺屬，必然能得著極
大的安慰。

周李玉珍師母（右二）、周天和牧師（右一）、黃牧師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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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利人—黃卓英牧師
 康錫慶牧師（伯特利教會按立牧師）

黄卓英是一位文質彬彬的人，蒙神呼召願終身事
主，來到這造就神僕的「神的殿天之門」的神學院
接受裝備。他為人穩重寡言，卻富有幽默感，書畫
文學高人一等，得老師們的讚賞，同學們的重視與
尊重。

卓英兄有美好的靈性，在同學會中歷任靈修股長，
在課堂上認真受教，成績斐然。一上講台儼然是位
大牧師。從各方面的表現，深得藍如溪院長，盛
成皿教務主任器重。畢業後留校，先擔任中學部聖
經、國文、書畫教師、
學生團契導師，發展中
學部的福音事工。

香港伯特利中學開創於
一九五零年，先辦高中
然後初中，卻不忘傳福
音，也成為神學生最好
的實習工場，為此不斷
有學生信主，為了作跟
進的工作，就開始教會

事工。於一九六三年三月三日卓英兄獲按立牧師
聖職，同時也有我與譚雲。從此，黃卓英牧師除
了中學與神學教學之外，也兼任教會牧師一職。

黃卓英牧師愛伯特利的神，也愛伯特利這個家，
六十多年來，從受業至教學、牧會，忠於神的託
付。當藍院長於一九七三年秋退休，院長之職自
然落在黃牧師肩上，他也義無反顧地負起伯特利
神學院院長的重任。盡忠職守，直到一九九零年
才交卸重任，但仍繼續在神學院授課，教會作牧

養 的 工 作 。 直 到 今
日 ， 完 成 神 交 付 的
使 命 ， 安 然 見 主 。
黃卓英牧師從神學院
受裝備直到走完人生
旅程，未離開過伯特
利。他是真正「伯特
利人」，天門為他大
開，有天使迎迓，那
是好得無比。

周李玉珍師母（右二）、周天和牧師（右一）、黃牧師與家人

黃牧師（後排左三）與校友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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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恩師良牧
李德榮牧師（現任伯特利神學院校友會主席、觀塘潮語浸信會牧師）

我認識黃卓英牧師已有三十六年，早在一九七八年
時在講台上認識他，正式與他交往始於一九七九年
八月中我報考神學院時，黃牧師與我面試，給我機
會接受神學的訓練。我修讀他的舊約歷史書、講道
學、教牧書信、教會管理及文書，得益甚多。在學
院期間我曾擔任自治會職員，當遇上同學之間出現
衝突，向黃牧師請教時，他常是耐心地聆聽，建議
我去包容、接納他人的弱處。我的家庭受黃牧師、
師母的關心甚多，黃牧師在我婚禮中為我們祈禱祝

福。婚後我太太桂蓮懷孕及產後帶孩子，黃牧師
仍讓她在神學院裡事奉。黃牧師於一九九五年準
備往美國長居時，想找一位可付托的教牧同工，
擔任基督教伯特利會遵理堂的牧養工作，感謝他
對我的信任，鼓勵我在教會與他一起事奉。黃牧
師、師母常關心、鼓勵及支持校友，成為我們的
好榜樣。校友會每年兩大活動，一是為黃牧師慶
祝生日，二是跟黃牧師新春團拜，現隨黃牧師的
離世，有失落之感！只好留在憶念中，直等在天
家再相見。

與黃卓英牧師相識點滴
 陳廣培博士（第42屆校友，本院客席講師）                                

一九九二年，我回伯神事奉時，黃牧師已從院長職
位退了下來，但仍有兼教部分科目，同工會時他也
出席分享。這時黃牧師給我的感覺跟我作學生時代
的印象很不同。黃牧師教書時，不苟言笑，不會多
說題外話，上課只專注教學，同學們都忙於抄寫筆
記，好叫學期終結時能上呈筆記給他檢查。當然，
黃牧師也有他包容一面，每當同學上課不留心時，

他不會出聲責備我們，只稍稍以眼神來讓我們知
道收斂。我作同工時，才發現黃牧師風趣幽默一
面，且甚健談。猶記一次同工聚餐，在九龍城一
潮州菜館吃飯，黃牧師就說了不少有關潮菜特色
之事，雖現已記不起當日所談細節，但歡愉相交
的情景仍在眼前。黃牧師雖離開我們，他必然與
師母在主裡共享福樂，阿們！

黃牧師（右三）與李德榮牧師（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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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月生牧師於一九五六年三月二日在香港出生，
是家中幼子，大姊、二姊生於國內，早年逝世。由
於父母為生計勞碌，譚牧師與三哥自幼便要照顧自
己，下廚煮飯，奠定了他精深廚藝的基礎。

譚牧師為人隨和，喜愛思考。讀中六時，他遇上
一位關懷並接納自己的生物科老師，讓他慢慢認識
神的創造，他驚訝人體的奇妙、完備，開始參加團
契。七五年秋天，他前赴加拿大溫莎大學修讀社會
工作。在陌生的環境，他更深地經歷神的真實，並
於翌年五月十六日在多倫多華人浸信會受浸。他勤
讀聖經，活躍於當地教會生活，又與幾位同學輪流
駕駛福音車載人往返教會，於主日為百多位會友提
供愛筵。

八十年代初，他學成回港，投身社會服務工作，其
中在香港盲人輔導會的日子，他協助推動了本港及
國內視障人士教育、服務及職業的發展。

八五年初，他與楊玉珍女士結婚，育有一子一女，
一家四口經常接待朋友到家中相聚，享用他的拿手
菜餚。九零年，譚牧師舉家移民加拿大，奉獻讀神
學；然而九二年七月，妻子在車禍中離世，譚牧師
傷心欲絕，唯有聖經的話語、詩歌「主信實無變」
和一對年幼子女成為他生活下去的動力。

雖然譚牧師的奉獻心志未減，但知道自己和子女
都需要更多親友支援，於是在九三年回港與其他
家人團聚，重返盲人輔導會工作，並以客席身分
在伯特利神學院教授輔導科目和開辦成長班。

九六年一月，譚牧師與楊美寶女士結婚；兩年後
一家往美國，他進修神學，並於福和市華人浸信
會積極參與牧養工作，獲該教會按立為牧師。譚
牧師深知人的軟弱，他經過生命的考驗，更體會
人心靈深處的需要。他關心人過於事，樂於與人
接觸，受傷的人碰到他總會感到天父的安慰和祝
福，得到力量走當行的路。

二零零四年，譚牧師回港，於伯特利神學院全職
任教。他喜歡探索新的領域，故此他的教學和牧
養均充滿生氣，同時他非常認真和盡責，一四年
十二月十七日是秋季最後一堂課，之前他已身體
不適，但仍堅持完成考試。後來入院，他面對腦
炎及自我免疫系統問題等挑戰，仍不減平常幽默
關懷人的表現，至二月十四日因肺炎併發症主懷
安息。

譚牧師在世寄居五十九年，雖然暫別了我們，但
他對基督教信仰的實踐和關懷別人的精神卻永留
我們心中。

 研究與發展部整理

譚月生牧師
 (1956-2015)

黃牧師（右三）與李德榮牧師（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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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月生牧師
安息禮拜慰勉

（節錄）

屈偉豪（本院婚姻與家庭治療課程主任）

我們每一個人也為譚牧師的離開感到哀痛，無法明
白為何一個人的離開，整個世界就好像變得空洞，
缺了他一人，整間神學院就好像不再完整。但與其
說譚牧帶走了許多，不如說他一直給予我們的是更
多，他默默地充實了我們的生活，支援著我們的事
奉，他總是主動牧養關懷大家，以無盡的鮑魚和
「groupon」，教導我們享受生活。我們低沉時，
他以童真逗我們歡笑；當我們偏執自困時，他教導
我們善待自己，他挑戰我們去重新思考事奉和生
命，他不求名位，溫柔忍耐，面對原則對錯，卻堅
定不移，敢於挑戰權威，但仍溫和理性。我們每一
個都愛譚牧，因為他愛我們每一個，他離開了，我
們怎能不因失去一位良師善牧、一位慈父密友而悲
痛？怎會不感到空洞？

    譚牧的人生多經憂患，飽嘗苦難，經歷過喪妻
之痛，試過獨力撫養年幼子女，按際遇他可以抑鬱
苦毒，自私專橫，但他卻選擇在哀傷中依靠神，將
苦難轉化成事奉的力量，轉化成對別人的安慰和祝
福，他挽救了很多裂痕處處的婚姻、破碎的家庭、
崩潰殘破的心靈，他讓我想起「（他） 本是世界不
配有的人」（來十一38），他的生命太美，美得我
們不配擁有他在我們中間！

    我們真不明白神的心意，但傳道書說到凡事都有
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命如煙如霧，捉不住
找不緊，但「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
恆安置在世人心裡」（傳三11），變幻中神仍在
掌管，提醒著我們去依靠祂美善慈愛的帶領，但求
主赦免我的愚昧，憐憫我的傷痛，以我們的眼界水
平，很難明瞭、接受譚牧的離世，有時感到生活實

在太沉重、太荒謬，也許這正是我們從傲慢的自我
中慢下來、靜下來去聽聽神聲音的時候，也許我們
真的要在這失去至愛的傷痛和對神敬畏的掙扎中，
才能體會我們的無助與有限，才學會謙卑順服，學
會敬畏，求神給我們足夠的恩典，叫我們可以悲傷
但不絕望，低沉卻不放棄。

    我曾偏執的問，譚牧去了哪裡？他的工作去了
哪裡？他還沒有好好享受生活就走了，我與他仍有
很多事奉的計劃，仍有很多關於輔導和神學教育的
夢未完成，有些甚至還沒有開展，他就走了，但在
我的愚笨中神又再提醒，農夫都問過同一樣的問
題，陽光去了哪兒？雨水去了哪兒？我的汗水去
了哪兒？我的辛勞去了哪兒？神回答：都滋潤了大
地，都開墾了荒田，深藏在果實裏面，根植在收成
當中，譚牧的工作去了哪兒？辛勞去了哪兒？我明
白，就在這裡！就在他所治癒的受傷心靈！所重整
的破裂婚姻！所理順的爭鬥家庭！

   「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傳三1），如果神的心意
是要我們活在祂所定的時序之中，我們就要反省，
我們現在究竟在主所定的時序哪一點？我們是否走
在神要我們走的路？作主要我們作的工？譚牧病發
前的幾天，他告訴我看見的東西都是五顏六色，我
擔心他視網膜有事，敦促他去檢查，我開車送他去
眼科醫生的診所，因為我要上課，放下他就離開，
回來他告訴我一切正常，我又敦促他去做腦部檢
查，他做了，回來又是正常，當晚他和師母來了我
家吃晚飯，幫助我修理汽車，星期日我們一起吃晚
飯，他告訴我已做腦掃描，可惜報告還未出，病情
就急轉直下，那次晚飯就是我與譚牧最後的一次歡

譚牧師（前排右一）、屈博士（後排右一）與眾教牧輔導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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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神學畢業後，我便到醫院任職院牧，至
零八年有幸跟隨譚牧師學習高級單元的臨床牧關。
他常常說：「探病我識少少」，但透過逐字報告或
小組人際互動環節（IPR, Interpersonal Relation），
他對病房裡的人和事都瞭如指掌，無論病人及探訪
者、小組各學員、學員與教會／家人之間的互動，
他給予的意見精闢獨到，擴展了牧靈者眼光的深度
及生命的闊度。我們除了驚訝他能精熟地運用治療
技巧，更欣賞他為人謙厚、熱誠與真心。他一再強
調牧靈者必須好好照顧自己，每次課堂他與學員分
享各樣營養飲食，親身示範在忙碌的生活中放鬆、
休息。譚牧師重視每個學期終的評估活動，他教懂
我們去彼此肯定，為雖未完全卻已學習到的成果感
恩，為每一個人付出的努力與成長歡慶。

完成了四個單元的臨床牧關後，我再跟譚牧師學
習，成為受訓督導。他一方面配合神學院師資發展
的需要，同時看見香港缺乏合資格而全面的「臨床
牧關」督導培訓，毅然向神學院申請兩個受訓督
導的同工位置，以神學院並全時間的受訓模式，
讓受訓督導能進深學習不同學科，如健康科學、心
理學、神學、輔導實務、聖經及臨床牧養等，鼓勵
跨學科的整合與反省。另外，譚牧師會安排我們向
不同督導學習，突破受訓者只跟一位督導學習的常
規，亦促進受訓督導之間的聯繫及支持。受訓過程

聚，我們現在究竟在主所定下時序的哪一點？一切
都是神恩典。今次聚會會否就是我們最後的一次相
聚？今次的事奉又會否是我們最後一次能為主作工
的恩典？求主給我們智慧的心，懂得珍惜、抓緊上
帝給我們生活中的每一個時序機遇，忠心服侍，也
學懂感恩享受。

    譚牧帶著我們對他的愛和思念，敬重和祝福，凱
旋歸去，但我們真是很痛很痛，真的不捨，但卻堅
信等待著他日的重聚，更深信「無論是死是生，都

中他溫柔督責，一再強調：「你得嘅，可以做到
嘅」，有時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我對他督導方式
的意見，叫我學習多讚賞；當譚牧師知道我沮喪
時，便肯定我的努力，為我打氣。

我能成為「臨床牧關教育督導」，感謝譚牧師的教
導，也是上主的恩典，祂為我預備了最好的訓練。
對訓練督導的事奉，譚牧師具先見之明，他一再提
醒我：「不要比較」，每一個生命都獨特，我不需
要、也不可能學像他，天父給了我特質及恩賜，我
只管緊握這寶貝兒女的身分；同時看見每一個生命
都是天父至愛，便以尊重與誠懇，見證天父所賜的
生命禮物。

譚牧師的話是老師語重心長的教導，也是良友的關
懷與勉勵。雖然他離逝，他的話仍然有力，他曾向
我們說話，也透過我們繼續說話。願我眾主僕承續
譚牧師的生命：他必興盛，我必衰微。

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羅八38-39)，在基督的
愛中，分離只是短暫，正如C.S. Lewis 所寫，這絕
非是一個完結，而是一頁更美更偉大書章的開展；
也如「應許的詩（Hymn of Promise）」中的幾句：
種子裡有蘋果樹，蠶蛹裡有隱藏應許，冬天已有春
天在等待，黑暗中有黎明曙光。求主寬恕我們的小
信，憐憫我們的軟弱，安慰我們的傷痛，特別顧念
牧師的家人，叫我們一同走出傷痛的陰霾，生活有
光，行路有力，忠心侍主，直到主前重聚，阿門！

亦師亦友
劉寶珠（本院臨床牧關教育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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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譚月生牧師

譚牧師的辦公室
研究與發展部整理

從客席講師到全職
肩負兩個課程主任
之責，譚月生牧師
在生活裡實踐了像
基 督 的 關 懷 。 他

把知識與信仰整合，讓敘事治療不單在面談室中發
揮作用，於臨床牧關、個人成長，甚至講道學的課
堂，都表現出敘事治療理論的正面和積極，教導學
生去發掘生命更新的力量。

他留下許多貼心話，讓跟他共事的同工、督導的學
生，甚至只是在走廊碰上的人，都得著他的鼓勵。
他的一字一句不僅是言詞，還帶著行動，傳遞了真
摯的關懷。譚牧師除了因別人的需要而擱下自己的
事，更可親手做飯菜款待有需要的人。他曾替學生
支付醫藥費用，或為別人留意合適的工作，親自作
引薦人，讓人學以致用。他看到人的困苦，但同時
相信生命的堅韌，不給困難嚇倒，知難而行，跟苦
困中的人分擔哀痛。他曾帶領師生到受災害地區服
務，提供的不止是心靈輔導，還有具體重建的計
劃，他也關心當地宣教士的需要，自己給其中一個
宣教士的兒子預備升學助學金！

他陪伴過失去眷愛的師生，在人的哀痛中，他堅定
地說出安慰：「看見你很捨不得，這人對你真的很
重要。」然後他會問：「他那麼重要，你們相處是
怎樣的啊？如果他還在這裡，他會希望你怎樣生活
啊？」原來我們以為沒有人願意聽的故事，他都表
現出興趣。

「你點啊？幾時來見我啊？」「你咁乖，食咗飯未啊？」

譚牧師的問候簡簡單單，而緊隨他問候的常常是一
個邀約，他會拿起時間表，與對方約好時間見面。
他願意聽人分享遇到的事件，同時關懷人的身心靈
發展。譚牧師兼任學院宿舍舍監時，幫助宿生改善

環境，增添照顧夫婦需要的宿位，邀請宿生到家中
作客，各人要求的食物他都記得並準備妥當。

「Narrative？我都識少少。」「你們呢，唔好覺得
自己唔得。」

譚牧師對敘事治療的見解獨特，掌握了理論中積
極、正向的核心教導，因為他認定人是上帝的工
作，引導學生去觀看生命的真善美，相信神放在人
裡面的能力和旨意。

「你好勇敢！」「你好叻！」「看到你生命有好多珍珠。」

譚牧師自一九九四年在伯神部分時間任教開始，開
辦了許多成長小組，他深深體會每個人經歷過的艱
難，明瞭身心可能承受的痛楚。然而他信上帝，知
道縱使艱難，也不需要惶恐，因為神已在風浪中握
住了我們；他定意發掘困難經驗裡的閃亮珍珠。許
多時候不容易，因為珍珠或埋於泥土中，但他帶著
耐心，相信信實的神必給人復元的力量。他稍見珍
珠蹤影，即高興叫：「咁好啊！」他流露對人本質
的欣賞，讓他人也不其然受感染，提起興趣去尋找
生命的珍珠。

「係喎，原來你做到！原來你可以嘅。」「你未做
到啫，得嘅。」

譚牧師相信學生學習的意願，耐心教導，有時對於
效率高的譚牧師來說，也無不是挑戰。有時同學真
的要改善，他便鼓勵說：「你未做到啫，得嘅。」
同學做到了，他比學生更興奮：「原來你做到！」
有時他會散發自己的風格，挑戰學員說：「你現在
就想達到我和屈博士的水平嗎？」但隨即主動給
予建議和督導，便曉得他渴望學生一天能夠超越自
己。師傅雖有一萬，為父的卻不多，而譚牧師教學
生就如父親帶孩子，不會保留；他喜歡在講堂即時
示範，學生聽他的課，能觀摩理論和技巧的實際應
用，他提醒學生：「你偷師，要偷多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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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譚月生牧師

《念良師》
人生幾度賞月明，
神家永遠慶歌生。
羨師徐行敘事路，
問君何訣享安息。

- 劉志成 -
我所敬愛的恩師：

能夠在成為老師之後再找到老師；
能夠修畢您任教的所有課程，成為「譚粉」（Fans）；

能夠接受您的教誨、輔導、鼓勵、關心、重視，
甚至責備……這都是我的幸福﹗

您沒有離開，您的慈容、您的笑臉、您的身影、您的佻皮……
仍充滿著學院的每一個角落，停留在每個同學心中。

麥子死了，但化作春泥，滋潤了它的子粒，
繼續開花、結果，且果實纍纍。

- 小萍 -

永遠懷念你！RIP
譚牧今夕已乘風，
月有圓缺何太匆，
生作善牧滿桃李，
安睡釋勞主懷中。

- 黄振添 -

一位很愛學生的老師，
一位很愛人的牧者，

一位十分真實的基督徒，
他對信仰的反省體貼我的深思，

我感恩，能够有機會認識譚牧師。
- Conita Cheung -

謝謝你，讓我知道一位好牧人、
好老師是怎樣的。懷念你邊打機

邊細聽我們的時光。他日重遇再謝恩。
- 肇茵  -

譚牧，謝謝你由初班至高
班一直的教導及幫助我們
成長。（生命成長有take 

two！）您教導我們自由思
考，精靈敏銳，能言善辯，
駁嘴駁舌！你的金句活在我
們心裡，你依然在說話。

天家見！
- 鄭嘉麗 -

譚牧，敬佩你的真誠，
讚嘆你的輔導專能，
欣賞你洞察人心，

懷念你默默無聲的牧者心腸。
願天父加倍安慰師母及家人！

- 蓮卿 -

有幸能與你到菲律賓服事，讓我體會到不一樣的宣教角度。
對你的讚賞肯定，我由抗拒到接納，過程中建立了我！

你的生活態度也成為了我艱難時的鼓勵，使我能夠笑看風浪！
再一次謝謝你這一片動人的雲彩出現在我生命中，

使我看見神的信實和慈愛。願有一天我們在雲中相見！
- 凱盈 -

同 學 懷 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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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區、學院事工、代禱事項

1. 前院長黃卓英牧師（1953年畢業）於2015年2月19日年初一在伊利沙伯醫院
主懷安息，已在3月15日（禮拜日）在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安息禮拜，翌日
舉行出殯禮，並安葬香港薄扶林道基督教墳場，校友會共表哀悼，願主安慰
黃牧師家人。

2. 盧卓儀校友（1980年畢業）的母親蔡瓊芳女士於2015年2月18日主懷安息，
安息禮拜已於3月16日（禮拜一）舉行，願主安慰盧校友及其家人。 

1. 本會定於2015年4月20日（星期一）跟已故師長及校友掃墓，並同日舉行會
員大會，當天上午9時30分在聯合道墳場集合，11時在母院禮堂舉行會員大
會，12時30分在九龍城好彩酒樓茶聚，請大家踴躍報名參加，參加者請電郵
校友會：bethelbsaa@gmail.com。

2. 今年迎新會定於6月8日（星期一）上午11時在九龍城好彩酒樓舉行，請各校
友預留時間参加。

校
友
會 消息

校
友

消息

•	 2015年夏季密集課程、2015至2016年學位及延伸課程開始招生，課程資料請瀏覽       
http://academics.bethelhk.org或向學院索取海報資料。

•	 伯特利佈道團於聖誕及春節期間參與不同的佈道事工，包括到深水埗關懷露宿者
及基層街坊，約30位師生參加，派送飯盒200個，並有生果、日用品及衣物；又
於壁屋懲教所舉行佈道會，約有50位所員出席；另外於護老院舉行新春聚會，與
數拾位長者分享耶穌基督的愛。

•	 2015年春季學期已於2月2日開課，本學期共開設68科次，合共1861修科人次。

•	 保羅．史蒂文斯（Paul Stevens）教授將擔任2015年度畢業禮講員，並於本院任教夏季密集課程「工
作神學」。

學
院
事
工

•	 新學期開始，本院兩位受到尊崇的老師兼牧者安息主懷，祈求神讓師生從哀傷懷念中恢復過來。

•	 為學院來年的招生禱告，讓教會及信徒得著培訓和餵養。

代禱事項

督印人：陸輝
編輯及製作：研究及發展部
電話：2336-9197
地址：九龍嘉林邊道45-47號
網址：www.bethelhk.org     電郵：seminary@bethelhk.org
設計：God-Platform



15

財務報告、伯特利輔導中心消息、柏祺城市轉化中心消息

收入             (港幣,000)
學費                  5,102
經常費奉獻  359         
伯特利輔導中心  911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930         
其他  281      
總收入  7,583 

支出                 (港幣,000)
講師薪津   3,268         
行政支援同工薪津  1,568         
學生服務、行政運作及其他事工 1,801         
伯特利輔導中心  946         
柏祺城市轉化中心  730
總支出  8,313 

不敷          （HK$730）

財務報告 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審計前）

1. 中心於4月13日將舉行「心之遠航」持續心理劇治療小組，此為心理劇治療系列之第三項活動。

2. 第八屆50+課程（退休人士關懷小組）於4月23日上午開始。50+各屆課程學員組成團隊參與不
同活動，包括福音預工，查詢及報名請與中心同工林健生博士聯絡。

3. 生命與婚姻啟廸培訓有限公司已於3月7日舉行發佈會，李耀全牧師蒞臨介紹公司新動向，並正
式宣佈此服務改為伯特利神學院全權負責及擁有。

4. 本中心於3月27日出版《腦攻略—幫助孩子學習及情感平衡發展實務手冊》，此書透過了解大
腦結構及發展，幫助孩子身心平衡發展，適合家長及照顧者參考。

以上活動之報名及詳情，請瀏覽中心網頁：http://bpcc.bethelhk.org/
或來電查詢：3586 0399

伯
特
利
輔
導
中
心
消
息

柏
祺
城
市
轉
化
中
心
消
息

1. 城市轉化研討會系列之「從江湖人，江湖事說起……」將於5月6日晚假金鐘港福堂舉行，由得
勝事工創辦人莫樹堅牧師作主講嘉賓，並由禧福協會會長劉達芳作回應，歡迎報名參加。

2. 保羅．史蒂文斯（Paul Stevens）教授6月份參與學院活動，於6月16日主持中心午間講座。

3. 與彼得．德魯克管理學院合辦第三屆基督教教會／機構轉化式領導及管理課程，已於
2015年1 月19日開課，超過30位同學報讀。

4. 城市轉化研討會系列之「從住屋做起……」已於1月21日晚舉行，並由「要有光」創辦人及行
政總裁余偉業先生主講，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總幹事賴淑芬女士作回應，超過60人出席。

5. 海波爾（Bill Hybels）牧師於2月4日訪港，由中心安排他跟百多位牧者作領袖訓練及接近60名
職場領袖作交流。2015全球領袖高峰會（香港）已於2月27及28日假北角基督教國際神召會
（ICA）舉行，超過600人出席。

以上活動之報名及詳情，請瀏覽中心網頁: http://rbc.bethelhk.org 
或來電查詢: 2148 5577 



2015年    季密集課程夏

上課地點：伯特利神學院，九龍嘉林邊道45-47號

報名方法：
1. 本院學生可於2015年4月1日至4月20日期間，登入http://reg.bethelhk.org 網上註冊學科；
2. 其他學生請填寫學科註冊表連同費用於截止報名日期前寄／交伯特利神學院註冊處，截止報名日期：開課兩星期或以前；
3. 新生請填寫學科註冊表，連同入學申請表一併寄／交本院註冊處。

MF8223心性與家庭成長（3學分） (粵語授課)
日期：2015年6月1日至5日（一至五）　　 時間：早上9時至下午5時 
講師：潘鴻鈞博士﹝本院客席講師﹞    

TH2903／TH6093基督教護教學（3學分）(普通話授課)
日期：2015年6月8日至12日（一至五）　　時間：早上9時至下午5時 
講師：陸輝博士﹝本院院長﹞

PC4003／PC8003輔導技巧（3學分）(粵語授課，普通話傳譯)
日期：2015年6月8日至12日（一至五）　　時間：早上9時30分至下午5時30分
講師：吳靜華博士﹝本院教牧輔導講師﹞

PC4713／PC8713 輔導專業之道德與發展（3學分）(普通話授課)
日期：2015年6月15日至19日（一至五）　　早上9時至下午5時 
講師：錢鋒講師﹝本院教牧輔導講師﹞

BS1603／BS5603 新約詮釋學（3學分）(粵語授課，普通話傳譯)
日期：2015年6月15日至19日（一至五）　　早上9時至下午5時 
講師：李雋教授﹝本院副教務長、聖經研究教授﹞

GE1343／CE7633 生命全程發展（3學分）(粵語授課)
課程簡介：2015年5月27日（三），下午6時30分至7時
日期：2015年6月22日至26日（一至五）　　時間：早上9時至下午5時 
考試：2015年6月30日（二）　　時間：下午7時至8時30分 
名額: 40（滿額即止）
講師：屈黎懿堅教授﹝本院基督教教育教授﹞

PC4093／PC8093兒童心理輔導（3學分）(粵語授課)
日期：2015年6月27日，7月4、11、18、25日，8月1及8日（六）　　時間：下午1時至6時 
講師：黃葉仲萍教授（本院教牧輔導教授）

UM9034／UM7033／TH6143 工作神學（碩士生3學分、博士生4學分） (英語授課，普通話傳譯)
日期：2015年6月8日至12日（一至五）　　時間：早上9時至下午6時 
講師：Dr. Paul Stevens（本院客席講師）

BS1703／BS5703 希伯來文化（3學分）(粵語授課)
日期：2015年6月18、22、25、29，7月2、6、9、13、16、20，8月3、6、10、13、17（一及四）　 
時間：晚上7時至9時30分
講師：黃天相教授（本院聖經研究教授）

歡 迎 修 讀 學 分 或 旁 聽

歡 迎 查 詢
     電郵：registry@bethelhk.org                    電話：3577 7432 或 3577 7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