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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冬 

 

香港三育書院 

 臨認証協會於 2018 年 9 月底評

審了華人三育神學院和香港三

育書院。這是華人三育神學院自 2014

年 4 月成立以來，復臨認証

協會首次評審。這次認証協

會評審團，由總會教育部副

幹事 John W Taylor 博士領

導，成員包括 Leni Casimiro

博士，Richard Subuin 博士，

Danny Rantung 博士和 Arne 

Nielsen，他們首先評審華人三育神學

院。其後，再連同其他團隊成員包括

Gamaliel Florez 博士，Kim Il Mok 博士

和徐文遠博士，他們一起評審香港三育

書院。認証協會成員都是來自世界各地

復臨安息日會，有多年教育經驗的工作

者。 

華人三育神學院和香港三育書院的教職

員花了三個多月時間去準備。除了要整

理校園環境外，學院各部門提供有關資

料，以及華人三育神學院和香港三育書

院的詳細自我評鑑報告。報告包括對以

往認証協會的建議之進展。 復臨認証

協會訪問團隊一共花了六個工作日，徹

底分析了兩個學院的十二個範疇。 

1.歷史，理念，使命，目標 

2. 屬靈發展，服務，見證 

3. 管治，組織，行政 

4. 財務，財務結構 

5. 學習課程 

6. 教職員 

7. 圖書館和資源中心 

8. 學術政策和學校記錄 

9. 學生校內工作服務 

10. 校園設施 

11. 公共關係及教會內部機構關係 

12. 神學教育 

在 10 月 10 日的會議上，董事通過批准

華人三育神學院獲得首次認証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並批准香港三育書院之

四年認証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復臨認証協會的定期評審 

info@hkac.edu 



書院通訊 2018 冬 

 第 2  頁  

在 2018 年 11 月 28 日，趙麗娟女士為香港三育書院學生

帶來有意義的演講，她提醒同學們要繼續關注他們的學

業，使當日出席講座的同學獲益良多。同學們都非常喜

歡她的演講！以下是關於演講者─趙麗娟女士的介紹： 

趙麗娟女士現任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董事兼華東

首席代表。她畢業於英國錫菲爾大學，獲得經濟學一級

榮譽學位，並獲得香港中文大學頒授的行政人員工商管

理碩士學位。她同時是英國特許會計師、中國註冊會計

師、國際資訊系統審計師和香港董事學會會員。她也曾

擔任是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她是該公會成立 40 周年時

中第一位獲此領導職位的女性。此外，她也是青年會計

師發展交流協會創會主席。除了專業，趙女士多年來一

直在社區服務和志願服務領域做出貢獻。於 1991 年，她

獲得十大傑出華人婦女（英國）之一，更被香港政府任

命為多個志願者委員會成員，包括香港教育大學，婦女

委員會和平等機會委員會。為表揚趙女士對香港社區的

貢獻，她於 2013 年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頒發的榮譽勳

章，以表彰她在會計專業方面所取得的傑出成就。其

後，於 2014 年趙女士還被香港女性專業人士和企業家協

會授予「傑出專業女性」大獎。在 2017 年，她獲香港特

別行政區頒授太平紳士，及獲<香港商報>頒發「2017 傑

出商界女領袖」獎。在 2018 年，趙女士還被授予新界太

平紳士。在中國，趙女士獲中國政府任命為上海市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前身為陝西省政協委員。她是

上海閔行港澳沙龍/閔行香港聯會會長，滬港專業人士聯

會副主席和上海香港協會會長。 

香港三育書院基金會年議 

特別的演講者 

 港三育書院基金會年議於 2018 年 10 月 19 日在香

港三育書院校園內舉行。 在 10 月 18 日(星期

四)，即預定的基金會年議的前一天，香港三育書院基金

會更安排了兩個會議，一個是與職員，另一個是與教

師，好讓他們有機會向教職員提出問題及意見。 

大部分的基金會成員都是從美國前來的。儘管他們要長

途飛行，忍受時差和疲累，但他們仍提前一天來到校

園，聽取及了解我們教職員的日常挑戰和需要。 

在香港三育書院基金會年議結束時，香港三育書院更獲

得三百萬港元的資助，以支持學生工作的工資，教師發

展，飯堂和多功能小禮堂的翻新工程，以及各種學科課

程發展。 

我謹代表香港三育書院，向香港三育書院基金會表示衷

心地感謝他們的關心和鼎力的支持。 

 

撰文： 岑樵堅博士 

撰文： 張擎輝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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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三育書院和華人三育神學院於 2018 年 11 月

27 日至 29 日在校園舉辦了第二屆神學研討會。

本屆研討會的主題是「創造科學」。大約有 250 名牧

師、教會領袖和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成員參加當天的研討

會。他們主要是來自港澳區會以及華安聯合會。當中有

100 多位的教會領袖是來自中國不同地區，他們前來香

港目的就是為了參加這屆研討會。與去年的研討會相

比，這一次參加的人數增加了一倍。 

科學家、聖經學者和教會領袖都提出了研究報告。他們

是 Tim Standish 博士（地理學研究中心），Choi Chong 

Geol 博士（北亞太分會地理學研究中心，Elias Brasil de 

Souza 博士和 Clinton Wahlen 博士（聖經研究中心），

Richard Sabuin 博士和 Ron Clouzet 博士（北亞太分

會），以及傅博仁博士和焦望新博士（華安聯合會）。 

通過科學性演講，強調了「創造論」的自然證據，豐富

了觀眾的視野。而且還提出了有關創世紀 1 至 2 章在歷

史中留下的聖經證據。觀眾從中可以加深對哲學的認識

和理解，及創造論的運用。 

在華安聯合會和北亞太分會的支持下，香港三育書院和

華人三育神學院將繼續舉辦神學研討會作為年度活動。

明年的主題為「後現代的事工」，將於明年 11 月 19 日

至 21 日舉行。我們預計明年參加研討會的人數眾多，

如有興趣參加的朋友，請把握機會盡快報名。如欲查詢

更多資料，請電郵至 info@hkac.edu。 

2018 年度神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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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復臨學校和香港三育書院秋季福

音週（10 月 8 日 至 12 日）由香港

三育書院院長張擎輝博士主講，主題為「我

的生命在上帝手中」。 

在演講中，張博士講述了他一生中如何信任

和遵循上帝的計劃，而結果是多麼令人意外

及鼓舞。他告訴學生們：「如果他們也願意

將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祂也會為他們

做一些非常令人興奮的事情。」 

張博士分享了他人生中的一些經歷。在高中

時代，他並不是頂尖的學生。他曾經因為學

業成績不理想，以為沒有機會進升大學。上

帝卻讓他有機會在美國安德烈大學學習，讓

他在那裡成長。雖然他經歷了頻密的工作和

學習，又經常面對經濟問題，但他的學習成

績仍然優異。他曾希望畢業後回到香港，但

上帝對他有更大的計劃，並為他開路。他獲

得研究所開設了獎學金，這樣他就能完成多

個研究生學位，包括博士學位。正如張博士

所說的：「上帝會引導你，走向你無法預料

的方向，但祂的計劃遠勝於我們自己的。」 

小小的選擇可以產生很大的影響。在一個偶

然的機會，或者是通過上帝的領導，他參加

了一個高級統計課程，他學習了複雜的電腦

語言（APL）。然後，他的職業生涯就迅速

起飛。因為他對這種電腦語言有著深厚的認

識，使他在工作技能上十分吃香。後來，他

創辦了自己的保險代理公司，但很多旁觀者

都認為他會失敗，因為每逢周六他都沒有營

業。張博士在大學時代，一直忠於堅守安息

日和飲食習慣，並且蒙恩得到很好的成績。

他在一次重要的考試中透過守安息日來測試

上帝，因安息日的原故，而不和他的朋友一

起溫習。然而，他仍在考試中獲得了最高

分。 所以他知道他可以信任上帝的，並把

他的事業交在上帝手中。他的事業成為其市

場上的頂級保險代理商之一。 

「完全信任上帝。」 張博士還講述了上帝

如何出乎意料地，將他與未來的妻子拉在一

起，令人難以置信的配對，這些都超出他所

期待的。上帝的計劃並沒有停止。 

現在，上帝已將張博士帶回香港，擔任香港

三育書院院長。從平庸的學生到書院院長。

他鼓勵學生們：「看看我開始的地方和我取

得的成就。通過努力，你可以獲得比預期更

多的成就。」還有，「你只要相信，把自己

的生命交托給上帝，知道在祂的手中，祂會

為我們計劃，過著最充實的生活。」 

「我的生命在上帝手中」 

   秋季福音週     

   主講：香港三育書院院長─張擎輝博士 撰文： Jonathan Funkho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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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星期五)，心理學學會參觀了位於何文田

的賽馬會「生命‧歷程」體驗館。在這次參觀期

間，學會成員們都經歷了由出生到死亡的整個人生過程。

這是一次十分有趣體驗，在短短三個小時內，就完成了八

十、九十年的生活，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學會成員參與了

遊戲、活動和工作坊，這些都能幫助他們瞥見自己生活以

外的人生。當中他們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並會遇到無法

預料的挑戰。參觀的第一部分是讓學會成員們了解長者安

居協會的目的及其在香港的作用。他們了解到，該組織一

直致力於香港長者的安全、探訪長者，並與他們保持聯

繫。 

讓這次參觀變得有趣的原因是，在報名參

加之前，學會委員並沒有告訴我們所有參

觀的內容， 一切都保持秘密。 

我完全不能預料當日到底會參加怎麼樣的活動，因為我們

並沒有任何關於參觀的資料。但因為所有事情都十分神

秘，這讓我們都十分享受那一天的安排，並更加順從地接

受一切要求。 

這次參觀的目的，是幫助人

們更理解和珍惜生命，並克

服他們對死亡的恐懼。這些

經歷都能有助改變年輕一代

的偏見，就像我以前是怎樣

看待長者。通過這次經歷，

我能夠理解變老的概念，我不應該害怕它。相反，我應該

更珍惜我與家人、朋友相處的每一刻，並按照上帝的旨意

去過我的生活。 

「生命‧歷程」的一課 撰文： Lexine De Vera  

2018.12.02  

國際美食 
同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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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生博士於 2018 年 10 月 13 日安息主懷，享年 90

歲。楊博士於 1928 年誕生於中國上海，是五弟妹

之首。他從誕生起就四海為家。在戰亂的年代，他與家人

四處漂流。當他年長時，楊博士為工作和觀光周遊列國，

除了南極洲之外，他足跡遍達全球。他年輕學未成時，因

為戰亂而須要輟學謀生來幫忙養家，而沒有機會達成讀醫

的願望，後來他卻成為一位老師。多年後，他又有機會當

學生，那就是到美國馬裡蘭州攻讀博士學位。楊博士於

1947 年加入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終身在教會機構事奉了

46 年。其間，曾在香港、臺灣和美國的教會總部服務。 

楊博士是一位教育家和導師。他是營造師和高瞻遠矚的卓

見者。身為一位校長，他將香港的一間微型小學，改變成

一所擁有幼稚園到中學的學校。他將清水灣的中學擴建至

大專學院。他也在臺灣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專學院。他在晚

年時，擔任陳俊國際基金會的執行秘書，領導該慈善基金

會，協助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在全球，包括北美洲的過百間

專上學府擔任指導建築計畫和頒發獎學金的任務。 

他是一位勇敢而又謙卑的領袖，是一位獻身的影響者和改

革者。他的毅力和遠見使得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在亞洲的機

構上有正面的改變，讓當地人員擔任重要的行政職位，並

重組行政架構以迎合地方的需要。在 1970 年的全球代表

大會上，楊博士極力推薦遴選各種族當遠東分會的行政團

隊，而不是清一色由白人當班。在 1977 年，當他擔任港

澳區會的會長時，他將區會從差會升格為自養區會。此舉

在亞太區成為先例，往後在此地域有很多差會成為自養區

會。在 1980 年代，楊博士還在總會團隊內事奉時，他促

使當時的遠東分會重組為北亞太分會和南亞太分會。這樣

的安排使管理機構更有效地照顧區內的各項事工的需要。 

楊博士是有思想和組織力的領袖。在二十世紀 60 年代，

他被邀領導團隊修訂中文詩歌集。在 1979 年，他被邀請

著作一季的安息日學學課，就是於 1981 年使用的「律

法、愛和生命」。在他退休年間，他出版了中華教會史

上、下冊。 

楊博士是一位教會植堂者。在他協

助下，美國東海岸成立了三個中文

教會聚會點。他經常前往中國見當

地的教會領袖。 

楊博士有敏銳的生意頭腦，他選擇

建立人而不是財富。他有許多的夢

想和願景，是一位有遠大抱負的

人。他是一位傳道人、輔導員、學

者、作者、僕人、和行政人員。他

愛好音樂、美食和一台大電視機。他是一位好丈夫、慈父

和祖父，他愛他的家人。他是一位好兄長和伯父（舅

父），任何時候需要開導時，恩言就會從他口中而出。 

楊博士遺下妻子、三個兒女、八個內外孫、兩個弟弟和一

個妹妹。 

楊博士留下的一句話：「我雖微小，但上帝卻賜給我和家

人豐盛的恩典。我們會在上帝為我們預備榮耀的天家再相

見。再見我的家人及朋友們。在號筒吹響的那一復活日，

我祈望見到你們每一位。」 

楊健生博士 

192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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