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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所吩咐的，我們都必遵
行」（參出24:3,7）。這是神在西乃
山上，藉摩西與以色列人訂立舊約的
時候，他們對神確實的回應。從舊約
開始，以色列人存留了他們對整個民
族建立「生命教育」的軌跡。他們將
神在舊約所啟示的五經律法代代相
傳，並將五經律法加以發展應用，成
為他們整個屬神民族的文化，也表達
了他們世代與神相交的過程。在這個
過程中，有兩方面是我們要注意的，
就是在猶太人《他勒目》(Talmud)文
獻中的《哈拉卡》(Halakhah)律法
傳統 1，以及《哈加達》(Haggada)歷
史遺傳 2 。後者是一些比較零散和沒
有那麼重要的講論，所以大多數學者
將它看為不一定要跟隨的觀點 3。
在神所揀選的猶太民族的成長
之旅中，《哈拉卡》是他們從五經表
達出來的、行事為人的規範，而《哈
加達》則是信仰和世界觀的規範。這
兩方面，都是聖經提到的「智慧人」4
對律法啟示所作的詮釋功夫；他們對
神啟示的話語作出分辨和謀略的整
合，並整理成為一套在以色列信仰生
活的發展中，可以具體實行的信仰
體系。這就像新約不同的聖經和神學

研究學者，對聖經及教會歷史作出探
究和詮釋的工作。我們理解到，對聖
經、神學和教會歷史的探究，並不能
取代神所啟示的聖經。但從另一
方面來說，這些探究也為我們提
供了有深度的方向和基礎，使
我們對神的啟示有一定的理解
和認識。這就是《哈拉卡》
和《哈加達》的作用；它們
絕不能取代神在舊約對選民
的啟示記錄—聖經。
就以「安息日」為
例，十誡對「安息日」有
明確的限制：「當記念安息
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做
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
和華你 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
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
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做」
（出20:8-10）。這明確表達了神在
創造時工作與安歇的精意，也是神特
別要求祂子民的生活規範。在子民地
上生活的發展中，有種種不同的細
則，陸陸續續地詮釋這誡命，化成在
漸進啟示歷史之中可行的生活典章。
雖然在舊約聖經的啟示之中，對「安
息日」的仔細運作和應用所說不多，
但在猶太人口傳的律法《哈加達》的
傳統之中，卻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安
息日」系統，針對「安息日」在生活

不同層次的限制。收錄於《米示拿》
(Mishna)的《哈加達》，有39條關
於「不同層次的勞碌」，其中11條
有關農業，13條有關衣著，9條有關
羊皮紙的製作和寫作，5條有關家具
的製作，最後一條有關物件送到不同
的領域。可以說，這些條例表達出一
個信仰的實踐系統，但它們不是絕對
真理，有可能隨著時代和環境的不同
而改變，因而需要更新不同的實踐方
式。這可以作為我們反省信仰的一個
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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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關於律法的傳統，屬於簡短的口頭遺傳和法律語句，是配合聖經的漸進啟示下，從舊約猶太宗教的禮儀，以及日常生活和行事為人
的律法典章所形成的。《哈拉卡》與摩西五經的分別，主要在於它是猶太口傳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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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猶太人關於他們歷史的遺傳，有別於《哈拉卡》作為律法的遺傳。《哈加達》是希伯來文音譯，意思是「叙述或叙事」。它是舊約
聖經的一種解釋，並以猶太教拉比文學的形式，以希伯來詩歌、傳說和寓意體來表達。《哈加達》的狹義解釋，是猶太人在家裡過逾越節
時，由父親講述祖先出埃及的歷史故事，當中會有評論和家中成員的問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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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書18:18。

《哈加達》最重要的目的，是
藉著「智慧人」對聖經的教導，運用
在實際生活的言行和價值觀念中，以
求改善和聖化社群的生活，並帶出信
仰對人生及信仰群體的影響。面對今
天迅速變化的世界，聖經的真理並不
是不能實踐，問題是我們若要活出信
仰的內涵和有生命力的人生，便不能
看聖經只是一本經書，而是一本生命
的指引。細察我們的世界和所居住的

環境，在不同教會的傳統下，我們可
以怎樣活用聖經的真理？雖然我們在
應用的過程或許會有不同的意見，但
最終要靠聖靈的同在，我們才能夠甘
心樂意地在每天的生活中活出主的話
語。我們要常常問自己：「若是不這
樣行，我可以怎樣呢？」當還沒有釐
定出現時可以實踐的模式，我們不能
停下來，只對信仰生活作出期盼而沒
有任何實踐的行動，倒不如先採用你
可能認為不甚好的方法，努力嘗試，
靠著真理聖靈的導引，切切實實地活
出信仰的真義，並敏銳於聖經的教導
和聖靈的感動。不要像現今世代的人
以自己的感覺為信仰的取決，用自己
的感受來衡量信仰應該做的事情。
猶太人在傳遞舊約律法的過程
中，特別針對將猶太倫理的研究與人
性結合。這與保羅在羅馬書7:18-25
所說，良心與情欲交戰的實況十分相
近，就是在人裡面有兩個交戰的律。
當然，在還沒有耶穌基督救贖的舊約
時代，或是在新約猶太人的信念之
中，只能靠著個人在律法上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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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34:21；35:3；阿摩司書8:5；耶利米書17:21；尼希米記13: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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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na, Shabbat, 7:2.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Judaism/shabbat.html

抑制這情欲的律，不能隨便釋放出
來。但實際經驗告訴我們，人不可以
靠自己的能力勝過，必須靠「外力」
才能成功。因此，猶太人對耶穌的登
山寶訓有這樣的回應：「耶穌講完了
這些話，眾人都希奇他的教訓，因為
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
他們的文士」（太7:28-29）。這是人
在長期律法操練下的探求，渴望不只
是一套文獻，而是活生生、有生命力
的榜樣和動力。
總而言之，猶太人對律法的詮
釋，以及很多生活細則的出現，目的
並不是要成為「信仰規條」，而是盼
望將神啟示的生命信仰活現出來。這
是所有猶太歷史中，不同的傳統和文
獻所盼望達到的目的，而不是將一個
人的信仰，硬生生地圈在一個死胡
同，或者一個沒有生機的信仰之內。
對於聯宇的學生，我們也深切
盼望他們能夠學好神學、活出信仰，
更將學習所得教導信徒成長，活出神
的啟示。

信仰與生活系列(一)
金錢觀— 富足與貧窮

（編按：鄭綽茵傳道曾於香港
牧會，現為聯宇聖經學院部分時間同
工，任職課程發展助理。）

在教會中甘心樂意、不吝嗇的奉獻，
彷彿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用錢態度。

屬靈生命成熟的表現，也能向神、向
人、向社會負責任，作美好的見證。

實例分析

聖經的金錢觀

在批改學生功課的過程中，引
發了我對傳道人生活的反思：「傳道 （一）在 教 會 決 定 購 買 堂 址 時 ， 一 位
人一定要生活困苦才是屬靈嗎？」而 教會領袖接受「勸導」，要在金錢奉
一些有關奉獻金錢的實例，也令我思 獻上作信徒的榜樣，他為此感到很大
想到基督徒應該如何運用金錢，因為 的掙扎。經過一番祈禱後，這位領袖
一個人怎樣運用金錢，反映出他背後 最 終 決 定 出 售 自 己 的 物 業 ， 向 神 說
「我願意」。這是一個很具挑戰性的
的價值觀。
決定。

日常生活用錢與奉獻

許多時候，我在超市購物，會
在心裡作出一番運算之後才作出選
擇，也曾經為購買一個「性價比 7 」
較高的嬰兒浴盆，用上一個多小時
到處格價。總而言之，「抵買」（划
算）、能多「慳」（省）一些，是我
日常生活運用金錢的基本原則。但當
年教會向會眾提出免息貸款以作購堂
之用，仍然是中學生的我深感自己是
教會一份子，很想參與其中，便將自
己的積蓄借給教會。
在日常生活中「慳得一蚊得一
蚊」（能省一塊是一塊）的心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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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綽茵

（二）曾 經 有 一 位 弟 兄 為 購 買 較 高 檔
次的汽車，還是次一級的汽車而煩
惱，因為當時教會普遍認為，基督徒
要過簡樸的生活，更教導信徒要避免
世俗化的生活表現。他認為這個決
定，反映出他靈性成熟的程度。
若你是上述事件的當事人，你
會作出怎樣的決定？基督徒在運用金
錢時，是否要按照一些「屬靈」的標
準，或依從屬靈前輩的勸導而實踐
呢？其實同一件的事情，假如在不同
的背景、地域或文化中發生，會令人
作出不同的決定。基督徒若能按照聖
經的金錢觀在生活上運用金錢，就是

1.

金錢是中性的；神關注的，是
人是否恰當地運用金錢。

聖 經 說 ：「 世 上 有 財 主 ， 也 有
窮人，兩者都是耶和華所造的」（箴
22:2）。社會上有些人有「仇富」的
心理，但其實有錢人不一定「乞人
憎」，窮人也不一定十分可憐。例
如：財主撒該悔改時，將個人財產分
給窮人，又償還那些被他敲詐的人
（參路19:8）。
《箴言》指出，神不是責備錢
財，而是責備人透過錯誤的方法獲得
錢財，例如：偷竊、剝削別人、欺詐
等等。《箴言》也提醒人，懶惰和過
度花費會招致貧窮，勤力工作則會富
足：「游手好閒的，招致貧窮，勤力
工作的，得到富足」（10:4）；「貪
愛享樂的，必成為窮乏人；好酒愛脂
油的，必不會富足」（21:17）。

性價比(price–performance ratio，或譯價格效能)為性能和價格的比例，俗稱CP值。在經濟學和工程學，性價比指的是一個產品根據它的價
格所能提供的性能的能力。(參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83%B9%E6%AF%94。)

2.

金錢是具有吸引力的；神關注
的，是人是否以錢財取代神。

耶穌說：「你的財寶在哪裡，
你的心也在哪裡」（路6:21）。這節
經文充份說明，財寶與我們的心是緊
密關聯的。金錢能給予我們安全感，
因此，以服事金錢取代服事神，是有
可能發生的。我們要謹慎財物對我們
的影響力，因為基督徒如何運用金
錢，反映出他內在生命的真相。

生命成熟的表徵
基督徒以神的國為優先，將金
錢獻上，是將信仰活現出來的表現。
每個月的十一奉獻可以操練我們的靈
性，提醒我們萬有都來自上帝，祂是
我們心之所依。關於捐獻，數目多寡
不必與別人比較，我們只需「照著心
裡所決定的捐輸，不要為難，不必勉
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 神所
喜愛的」（參林後9:7）。服事神、為
神「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
母、兒女、田地」的人，主耶穌應
許會給他們「百倍」的賞賜（參可
10:29-30）。
基督徒以不同的奉獻方式、不
同的金額，向同一位神呈獻心靈和金
8

錢的祭。在運用金錢上，聖經除了禁
止人以錯誤的方法獲得錢財，並沒有
定下一個模式作為所有基督徒的標
準。換句話說，不是所有人都要出售
自己的物業，也不是不可以享受舒適
的生活。
成熟的基督徒能將錢財放於合
適的位置，不會像財主積財而忽略了
在神面前富足（路12:16-21），也不
會像浪子一樣浪費資財（參路15:1216）。亞古珥的祈禱給我們很好的參
考：「不要使我貧窮，也不要使我富
裕，只要給我需用的食物。免得我
吃飽了，就不認你，說：『耶和華是
誰？』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污瀆
了我 神的名」（箴30:8-9）。他提
醒我們，與神的關係（吃飽不認神、
污瀆神的名），比我們與錢財的關係
（貧窮抑或富足）更重要、更優先。
在很多物質相對缺乏或處於開
荒階段的教會，傳道人只獲發很少工
資，甚至沒有工資，那是客觀條件使
然。但當教會漸漸成熟壯大，信徒願
意委身奉獻的時候，會眾及牧者傳道
的生活條件便會得到改善。我們知
道，「牛在場上踹榖的時候，不可
籠住牠的嘴」，並且「工人得工價是

原句： “Earn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John Wesley

應當的」（參提前5:18）。否則，保
羅也不會說，他「知道怎樣處卑賤，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參腓4:12）。
由此，我們可以否定「傳道人一定要
生活困苦才是屬靈」這一個看法。相
反，聖經提醒我們，不可「虧欠工
人」（參雅5:4）。

奉獻支持聯宇的見證
聯宇大部分學生都有經濟上的
限制，但這無阻他們願意為神國接受
裝備的決心。藉著一些願意支持他們
學費的弟兄姊妹，他們得以在神學方
面進修，這正是豐富者將金錢分給缺
乏者的好見證，也實踐了聖經「互補
不足」的教訓（參林後8:13-15）。在
《靈命成長與塑造》的課裡，麥希真
牧師借用約翰•衛斯理的話來勸勉基
督的工人：「基督徒應當努力賺錢、
努力存錢、努力投資，也努力為主的
名把握現今的機會，預備永恆的基
業。 8」
願大家一同努力實踐！

財務報告
2017年5月至8月學生修讀人次
2017年4-8月總收入 ：HK$ 1,267,277.00
2017年4-8月總支出 ：HK$ 1,044,819.00
4-8月盈餘 ：HK$
承上虧損 ：HK$
累積虧損 ：HK$

222,458.00
(495,389.00)
(272,931.00)

網上
268
37%

總人次：728
總科次： 19

面授
460
63%
網上

面授

學院消息
聖經講座及異象分享會：
由牧職神學院前院長李盛林牧師主講的《從出埃及記看猶太歷史與風俗暨異象分享會》，已於11月12日
及19日在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馬鞍山分堂順利舉行。李牧師對舊約了解精闢，資料詳盡，令與會者得益
良多。
另外，蘇穎智院長分享了聯宇聖經學院的異象和現況，令與會者更了解明白本院成立的目的和服事方
向，也積極支持奉獻。

學院消息
2017年9-12月面授課程摘要

2018年春季課程預告(1-4月)

香港以外地區

香港以外地區

陳建亮傳道、陳黎素芳傳道《箴言研讀》

蘇穎智院長《神學整合》

雷振華牧師《事奉主— 人生的秘訣》

黃儀章博士《以賽亞書研讀》

陳國平博士《全人關懷》

陳牧師《查經法及釋經學》

李盛林牧師《詩篇研讀》

香港

雷振華牧師《宣教導論》

李炳權講師《腓立比書研讀》

陳智文弟兄《查經法及釋經學》

香港

2018年春季網上課程新設科目：

蘇穎智院長《啟示錄研讀》

蘇穎智院長《認識末世》(粵)

蘇穎智院長《出軌神學》

蘇穎智院長《創世記研讀》(普)

蘇穎智院長《講道學》

李盛林牧師《以西結書研讀》(普)

李盛林牧師《舊約概論（一）》

翁牧師及龍醫生《差傳概論》(普)
開課日期：2018年3月12日

代禱事項
1. 感謝神讓《出埃及記講座暨異象分享會》順利舉行，與會者深有得益。
2. 請為2018年各地區的培訓工作禱告，求主幫助講師們的教學和同學們的學習，賜他們智
慧和身、心、靈的力量。
3. 求神預備合作伙伴，與學院一起為不同地區的培訓工作配撘支持，使學院可以有更多資
源幫助有需要的學生，以及為他們提供更全面的神學教育。

聯絡本院

捐獻方法

電話：(852) 3462 2882

1) 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聯宇聖經學院有限公司
或：ConnectAll Bible Institute Limited

電郵：info@cbiglobal.net
網頁：www.cbiglobal.net
地址：九龍荔枝角青山道532號
偉基大廈14樓D室

總 編 輯 ： 廖 惠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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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銀行轉帳/存款
中國銀行（香港）帳號：012-740-1-020084-9
（請將捐款收據寄回或電郵至本院。謝謝。）

設 計 ： 穎 生 設 計 印 刷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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