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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限 止
的大使命及
神學教育
蘇穎智院長

數年前，加拿大幾間華人教會聯合起來，成立了《加拿大華人神學院》。有鑒於加拿大
地方遼闊，所以神學院在成立之初便在不同地區設立分校，各自註冊、獨立運作。但在資
源運用上，幾間分校都是互補不足、互通有無、彼此配搭。如此一來，他們組成的團隊，
便可以兼顧整個加拿大華人教會的需要。
中、港的教會又如何？目前中、港都有不同宗派的教會在進行培訓，也有不同的神學
院參與其中。但有些神學院由於資源不足，只能依賴外借的「客席講師」維持有限度的教
導，要整全地、有系統地、不間斷地建立學生，便顯得「有心無力」了。
主基督的大使命(太28:19-20)清楚吩咐我們，在傳福音、建立門徒、建立教會之時，要
將「整全的真理」教訓弟兄姊妹、讓他們遵守。換句話說，大使命裏包含着「所有信徒都
要接受真理教導」的信息。

建立教會的恩賜和職份
以弗所書告訴我們：「他所賜的，有使徒(tous apostolous)、有先知(tous prophētas)、
有傳福音的(tous evangelistas)、有牧師和教師(tous poimenas kai didaskalous；這兩個名詞
其實是一種職份)為要成全(katartiso)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
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4:11-13)。就
教會的建立來說，這段經文十分重要，因為自教會成立以來，神賜下足以建立教會，又能
讓教會「薪火相傳」、生生不息地延續下去的恩賜和職份。

教會首先有「使徒」和「先知」。主基督建立教會的時候，由「使徒」開拓教會，將主
基督的教訓傳遞出去，又寫下來成為新約聖經的內容。神透過「使徒」及「先知」，將祂
的話生生不息地傳遞下去。但是，當十二「使徒」死了以後，這一類的「使徒」已經不再
存在。另一方面，耶穌亦曾經說過，舊約形式的「先知」到新約已不存在(參太11:13)。以
弗所書說教會「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2:20)，他們建立了根基之後，便由其他的職
份繼續建立和拓展教會。
這些職份，就是「傳福音的、牧師和教師」。「傳福音的」，就是有恩賜去開荒佈道、
領人信主的人；「牧師和教師」則是負責牧養和教導信徒的牧者。當然，有「傳福音」恩
賜的人，也可以同時擁有是「牧師和教師」，就像保羅一樣。使11:19-26記載，有傳福音和
牧養恩賜的巴拿巴，找來有教導恩賜的保羅，與他一起建立安提阿教會的信徒，教會很快
就發展得十分興旺。保羅在那裏教導了一些能教導別人的人之後，就與巴拿巴一同到其他
地方宣教、建立教會。保羅所做的，正是他給提摩太的教導：「我兒啊……你在許多見證
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2:1-2)。難怪保羅在安提
阿教會停留了一年之後，就到其他地方傳福音及建立教會。

建立接棒人
當保羅和巴拿巴離開之後，安提阿教會由誰來接棒呢？徒13:1記載了幾個教會領袖的名
字，包括：
(1) 西面——被人稱為「尼結」，意思是「黑人」，他應該是非洲北部的人；
(2) 路求——他是古利內人；古利內是北非一個重要城市；
(3) 馬念——他與分封的王同養(一起在王宮長大)，應該是王族的人。
可見保羅和巴拿巴建立的接棒人，不但有猶太人，更包括不同種族、地位和身份的人。
目的是什麼？就是要讓福音遍傳，未來的教會可以在各處、各族、甚至各國都健康地建立
起來。

總結
從使徒行傳的記載，我們可以清楚看見神的心意：「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
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1:8)。
神的心意，是要福音傳遍整個世界，教導和栽培充滿每間教會。但願全世界的教會和神學
院，都有廣闊的心胸去實踐聖經的真理：「我原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乃要均平。
就是要你們的富餘，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使他們的富餘，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
這就均平了」(林後8:13-14)。這裡的「均平」，可以指到各方面的資源。但願我們一起操
練，學習做一個「胸懷普世」的門徒，更願各教會和神學院之間，可以做到資源共享，讓
神的國更快、更廣、更好地擴展。

趣味學習希臘文系列(一)

給你介紹一位
朋友—它名叫

何允聰牧師

過去一年，有機會向不同地方的事奉者
教授新約希臘文。對大部分學員來說，他們
都是第一次接觸這種語言，不少人更帶著戰
兢的心情來上課。我覺得，作為老師的首要
任務，不是立刻教導他們課文，而是解除他
們的心理障礙。如何做呢？我的開場白是：
「我現在要給你們介紹一位朋友，它的名字
叫希臘文。」這句開場白，讓他們先了解到
他們跟希臘文的關係。希臘文不是深奧難明
的密碼，只有精英階層才有機會接觸得到和
明白。其實，希臘文在我們生活各個範疇都
會出現，例子如下：

數學中的希臘文
學員們發現，他們早在學習代數時已接
觸過希臘文符號，例如：α, β, γ, δ等。
另外，在計算圓周和直徑時，最為人熟識的
符號，莫過於“π”了。這些符號，其實都
是希臘文字母。

英語中的希臘文
有 否 想 過 ， 為 何 英 文 字 母 叫
“alphabet”？其實這個字是由兩個字組
成，分別是“alpha”和“bet”，而這兩
個字，源自希臘文的首兩個字母“alpha”
(α)和“beta”(β)。即是說，英文字母
的發展，其實也受希臘文影響。難怪筆
者當初念希臘文時，跟同班同學都禁不

住用英文來稱呼希臘文的字母。當然，
老師立時糾正，說：「那不是“a”，是
“alpha”！」

科技上的希臘文
希臘文也應用於電腦軟件的版本週期
上。一般產品在發行到市面之前，都會經
過不同階段的測試，而每個階段均以希臘
文字母命名，包括：準預覧版本(前alpha
版)、預覧版本(alpha版)、測試版本(beta
版)，最後是最終測試版本(gamma版；
gamma是希臘文第三個字母)。由此可見，
軟件版本週期也是依希臘文字母來命名。

醫學上的希臘文
希臘文在醫學名詞上更有不可取代
的角色，這裡略舉三個例子。第一，生
物科的英文是“biology”；“bio”源
自希臘文「生命」(bios)一詞，而生物
學家就是“biologist”。第二，心臟科
(cardiology)的“cardio”，源自希臘
文「心臟」(cardia)一詞，心臟科醫生
則稱為“cardiologist”。第三，眼科
(ophthalmology)的“ophthalmo-”，源
自希臘文「眼睛」(ophthalmos)一詞，而
眼科醫生則稱為“ophthalmologist”。
你到診所或醫院時，有沒有見過這些專有
名詞呢？

品牌上的希臘文

聖經中的希臘文

有名錶採用了希臘文最後的字母
“omega”(Ω)，作為品牌名稱。該公司的
宣傳口號為「生活的精確時間」(exact time
for life)，因為“omega”是希臘文最後一
個字母，有終極的意思。有一次在課堂上分
享這一點時，有同學走來告訴我她家裡正好
有一塊，也為到該品牌為希臘文而感到興致
勃勃似的。

聖經裡有些特別的字，只可以直接用希
臘文來表達，無法翻譯，如果讀者們不知
道那是希臘文的話，就會無法明白經文的意
思。最明顯的例子是：「主神說：『我是阿
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
在的全能者』」(啟1:8)。經文中的「阿拉
法」和「俄梅戛」，是希臘文“alpha“和
“omega“的音譯，中文是沒有意思的。
當讀者讀到這一句時，需知道主是用希臘
文首尾的兩個字母來形容自己是「始」和
「終」，正如啟22:13所說的。

藝術中的希臘文
欣賞東正教的油畫時，必會看見畫上所寫
的希臘文。如果是描繪耶穌基督的話，就會寫
著“ICXC”。“IC”是耶穌的簡稱，是希臘
文「耶穌」一字首尾的兩個字母，而“XC”
則是基督的簡稱，是「基督」一字首尾的兩個
字母。它們通常出現在耶穌畫像的左和右，讓
觀賞者知道他們正在觀看著耶穌基督的畫像。

得救見證

從以上例子，可見希臘文在文化上和生
活上，跟我們關係密切。其實希臘文比你
想像的與我們更接近；讓我們給自己一個
機會去認識這位朋友吧。願你有超乎想像
的得著！

學生園地

因著糟糕的婚姻狀況，我曾經是嚴重的抑鬱症患者。我試過用酒
精、毒品、賭博等來排解心中的痛苦，但都沒有用，以致我有嚴重的
失眠，更常常想到自殺。2010年，我被確診患上精神分裂，這令我
覺得世界全然黑暗、生無可戀。
後來我姐來探我，跟我說耶穌能拯救我。雖然最初我是抗拒的，
但在她苦口婆心的勸導下，我答應跟她返教會。我最初懷疑到底有沒
有神，但穩定的教會生活，讓我心情愈來愈開朗，加上一連串奇妙的
經歷，讓我清晰地看見，有一雙大能的手在掌管萬事，真的有一位活
著的全能真神！我不得不信服這一位神。
2011年，我受洗歸到主的名下。信主第一年，我戒了煙和別的
壞習慣。第二年，聖靈感動我學習鋼琴。第三年，我開始擔任教會的
司琴，愈來愈清楚自己要做一個服侍神的人。
如今，主已經完全治好了我，更讓我的父母和女兒都信了主！
我願意將自己的一生交給主。求主預備我、陶造我，使我成為合
祂用的器皿。
願一切榮耀和頌讚都歸給主耶穌！
程同學

財務報告
2019年4月 - 2019年12月總收入：HK$ 3,964,102.00
2019年4月 - 2019年12月總支出：HK$ 2,622,739.00
盈餘
：HK$ 1,341,363.00
承上不敷
：HK$ (431,686.00)
909,677.00
累積盈餘
：HK$

2019年全年學生修讀情況報告
註：由於社會情況及其他因素影響，2019年全年修讀人次比2018減少，詳情如下：

2018

2019

兩年相較

網上課程修讀總人次

557

449

減少19.4%

面授課程修讀總人次

569

532

減少6.5%

2018年與2019年季度修讀人次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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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消息
1. 自2019年3月聯宇佈道團成立以來，第一個大型活動是聯合屯門、元朗及天水圍的伙伴教會，於聖誕節期間舉
辦聯合聖誕佈道活動。感謝神讓播道會山福堂、恩福元朗堂，以及元朗平安福音堂組成籌委會。
2. 是次活動主題為「聖誕之聲#Be平安」，分別
在12月21日及24日晚上在「屯、元、天」三
區報佳音，12月27日下午蘇穎智院長主講佈
道會。報佳音共有190多人次參加；佈道會約
有200人出席，5位新朋友決志信主。看見不
同教會的肢體齊心努大，將神寶貴的福音與
平安的信息藉著詩歌、話劇、報佳音，派禮
物包、單張等為「屯、元、天」播下福音的
種子。願一切榮耀歸於神！

「屯、元、天」報佳音

學院消息
3. 聯宇佈道團聯同恩福堂康體部，藉著歲晚送揮春，祝福海麗邨的居
民。感謝神！是次活動得到書法出色和佈道熱心的牧者與弟兄姊妹
支持。在2020年1月20及21日，一連兩天中午於荔枝角海麗邨透過為
街坊寫揮春，與他們分享福音。
4. 感謝神的恩典，有14位街坊相信耶穌(年齡由8歲至90歲)。願這些福
音的果子呈獻給神，願神祝福這些新生命和他們的家庭，好讓他們
有機會更深經歷主耶穌的愛與恩典。
余俊銓牧師等在海麗邨為街坊寫揮春

2019年5-12月面授課程摘要
香港以外地區
《查經法與釋經學》陳智文講師
《士師記研讀》何允聰牧師
《舊約概論》黎家翹牧師

《新約概論》何允聰牧師
《生命重整之旅》陳淑貞傳道

香港
《釋經學進階》黎家翹牧師、陳淑貞傳道
《婚姻與家庭》陳國平牧師
《查經法與釋經學》何允聰牧師
《釋經講道學：傳道書》賴若瀚牧師
《實用希伯來文》李盛林牧師
《聖靈論》蘇穎智院長、何允聰牧師
《經卷查經訓練：路得記》蘇穎智院長

《實用希臘文》何允聰牧師
《啟示錄研讀》蘇穎智院長
《神學治學法》何允聰牧師
《佈道及培靈講道》蘇穎智院長
《輔導學：個人成長》陳佩恩傳道
《釋經講道學進階(一)》李盛林牧師

2020年夏季網上課程新設科目
《出軌神學》
（粵）蘇穎智院長
《健康教會與教會管理》
（普）劉忠明博士

《聖靈論》
（普）蘇穎智院長、何允聰牧師

開課日期：2020年5月25日

代禱事項
1. 請為疫情重災區武漢禱告，求神賜智慧與能力給醫護人員，能盡早找到合適的治療對應
患者。
2. 為不同地區的疫情禱告，求神止息病毒，早日受控，不致大爆發。
3. 感謝神讓「聖誕之聲」佈道和新春佈道活動能順利舉行，實在感恩，求神興起更多為福音
齊心努力的肢體在不同的地區見證神，傳揚主耶穌的救恩，使更多失喪的生命得著救恩。

聯絡本院

捐獻方法

電

話： (852) 3462 2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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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地址： 九龍中央郵政局
郵政信箱70412號
總編輯：廖惠堂

編輯顧問：陳佩恩

3) Pay 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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