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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生

戴德生在中國成立內地會，培育當地信
徒作傳福音的工作。他的屬靈旅程，是我們
傳福音及宣教工作的重要參考和模範。

父母影響、預備宣教

戴德生的父母在信仰上十分追求，並讀
過一些關於中國的書，由此產生出向中國人
傳福音的願望。他們許願，如果神賜他們一
個兒子，願將他獻上為神使用。結果神賜給
他們戴德生。

1844年，戴德生12歲時，他聽見父親
說中國極需要聖經和宣教士，便立志說：
“我長大了一定要做宣教士，到中國去傳福
音。”1849年底，戴德生清楚了解自己宣教
的心志。他鍛煉自己，常到山間漫步，並努
力學習世上最難的語言之一的中文。他過著
簡樸的生活，為宣教作準備。

2018年12月

啟航宣教、困難重重

1853年9月，21歲的戴德生受中國傳教
會派遣，搭船前往中國，啟航不久便遇上大
風浪。1854年3月抵達上海，卻遇上太平天
國叛亂，險些喪命。

1855年，戴德生遇到了英國長老會第一
位來華宣教士，著名佈道家賓惠霖(William 
Burns)。戴德生把他視為屬靈的父親，二人
配搭醫療傳道。

身心俱疲、回英休息

長期勞累使戴德生的身體大受虧損。
1859年底，他因氣管炎住院。1860年，他
在病榻上寫信給父母，請求他們發出呼籲，
盼望能有5位青年基督徒獻身前來中國宣
教。

1860年7月，他從上海啟程回英國，一
方面是休息，另一方面充實醫學的訓練。這
段時間，戴德生深刻思考在中國宣教的策略
和方向。

建內地會、培育同工

1 8 6 5年 6月，戴德生在倫敦成立內地
會，呼召願意到中國內地的宣教士。1866
年，16位宣教士隨同戴德生一家從英國出
發，4個月後到達中國。1873年，戴德生陳
述「本色化教會」的原則，最終目標是每一
個重要城市都有中國同工，而外國同工盡量
減少。



1886年，戴德生向主禱告，祈求一年內
再增加100名傳教士。到1887年11月，102
位候選人被選上加入這個服事，並且有足夠
的經費負擔他們到中國的船費。

再次來華、安然離世

1889年，戴德生再次回英。他提出了一
個大膽的計劃，就是要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
夠聽到福音！這個計劃需要1,000名新的工
人。1895年，他們已經有641名傳教士。到
1905年，中國內地會共有800名工人，分佈
在15個省、450個駐地。

1905年初，戴德生以73歲高齡，偕同兒
媳再訪中國。同年6月3日，戴德生在湖南長
沙去世，在江蘇鎮江與原配妻子和4個孩子
合葬。

戴德生有 4名子女成為宣教士。到今
天，戴家在中國的宣教工作已經是第五代。

總結

戴德生到中國宣教，是從他父母在神面
前的禱告和立願開始。他生長於敬虔的家
庭，父母著重身教言教，塑造了他的品格
和靈性。戴德生的屬靈旅程較為穩定，而且
一步一步向著神所呼召的事奉方向和召命進
發。他不斷累積經驗，貢獻自己和整個家庭
於中國宣教的事奉，影響至今，拯救千萬中
國靈魂信福音、得著救恩。

戴德生的屬靈旅程，在每一個階段都遇
到困難，甚至有放棄信仰的危機。當他面對
種種使人沮喪和灰心失望的經歷時，仍然不
住禱告，堅信神必成全祂的事工。

戴德生整個的人生，回應了他父母向神
所許的願，並神所給他的呼召和召命。為基
督奉獻一生，為中國全然擺上。他的名言，
可以作為他一生屬靈旅程的總結：「我若有
千鎊英金，中國可以全數支取；我若有千條
性命，中國應該擁有他們。不，不是為中
國，是為基督。我們能為上帝做更多嗎？」

宣教工作需要有戴德生這份堅忍、永不
放棄的信念，同時也需要有策略地培育當
地的同工，使他們能按著正意分解聖經的真
理，生生不息地將福音承傳下去，不會因著
外在的環境而影響從神而來的呼召。

聯宇的服侍，也是宣教工作的其中一
環。戴德生策略性地培育本地同工，是我們
事工的重要參考；他堅忍忠信地走完屬靈旅
程，也成了我們的榜樣和模範。

戴德生

戴德生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用繩子捆綁著？那感
覺好受嗎？或許你會問：「有誰會容許自己
被人捆綁呢？」

問題就在這裡。我們會發覺，人生充斥
著很多恩怨：人對我好，就是恩；人對我
差，就成怨。回想自己的人生，是否在不停
地計算別人怎樣對待自己，又在不知不覺間
用同樣的方式對待人？長期活在這種情況
下，其實跟容讓別人用繩子綁著自己沒有什
麼大分別。

不被仇恨捆綁的自由
何允聰牧師

信仰與生活系列(二)

聖經中的士師參孫也曾給別人用繩子捆
綁，但卻能輕鬆掙脫(參士15:14)。不過，
雖然他在體能上無人能敵，卻被自己的脾
氣和仇恨捆綁著。可以說，參孫雖然力大無
窮，但在控制自己方面軟弱無力。從士師記
的三件事情，我們便可見一斑：

(一)報復外父(14:1-15:5)

幾天前才賭氣離開新婚妻子的參孫，本
想到非利士人岳父家裡與妻子和好，誰知岳
父已把她歸給了別人！他的心情瞬間由心平
氣和轉為怒氣填胸，認定是非利士人害他失
去了妻子，於是決定向他們報復。他「將狐
狸尾巴一對一對地捆上，將火把捆在兩條尾
巴中間。點着火把，就放狐狸進入非利士人
站着的禾稼，將堆集的禾捆和未割的禾稼，
並橄欖園盡都燒了」(15:4-5)。

是非利士人的錯，導致參孫要這樣做
嗎？其實，是參孫自己發脾氣，離開妻子
在先，他岳父才把他的妻子歸給他的同伴
(14:20；另參15:2)。



(二)報復非利士人(15:6-8)

非利士人反擊，燒死了參孫的岳父和
妻子，這事惹來參孫新一輪的報復。他決
定向他們施展殘暴手段，結果「大大擊殺
他們」，把他們「連腿帶腰都砍斷了」
(15:8)。在這個事件中，參孫沒有為妻子的
死悼念和哀傷，反而要照著別人對待他的方
式去報仇才肯罷休(15:7)。

(三)用驢腮骨殺死一千名非利士人(15:9-16)

參孫攻擊完非利士人之後，走到猶大的
地方，非利士人也上到猶大地要捉拿他。
猶大人見大敵臨近便心知不妙，於是質問參
孫。誰知這位勇士只說了一句：「他們向我
怎樣行，我也要向他們怎樣行」(15:11)。
他不怕讓猶大人捆綁著解去見非利士人，並
且一聽見他們喧嚷，便輕鬆掙脫捆綁。他隨
手執起一塊未乾的驢腮骨，用它擊殺了一千
名非利士人。

從參孫的報復行動中，可見他完全被仇
恨和報復心理所主導。他的生命是「反彈
式」的——人怎樣對我，我也怎樣對人。
他既不反省己過，也沒有考慮所作的是否合
理。如果「別人怎樣待我，我也怎樣待人」
就是參孫做人的宗旨的話，這很可能就是導
致他後來悲慘命運的主因！

更甚的是，這種報復的心態，最終嚴重
地阻礙了參孫發展應有的關係和使命。首
先，神興起參孫，是要他攻打非利士人。但
參孫的攻擊，似乎是出於個人恩怨多於使命
感，以致他根本意識不到自己的同胞是在轄
制之中受苦，自己有責任要擔起拯救他們的
任務(15:11)。

其次，神的靈感動參孫，使他有能力和
權柄召集軍隊並帶領他們爭戰(15:20)，可
惜連猶大支派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15:11下
)。對以色列同胞來說，似乎送走這個惹麻
煩的傢伙，並不造成任何損失。最後，參
孫竟然讓猶大人將他捆綁交給敵人(15:12-
13)，這正好反映他已落入一個可憐的屬靈
光景，就是被自己的怨毒和惱恨所捆綁。

我們和參孫一樣，都需要從仇恨中釋放
出來。這種自由的力量不是靠自己可以得
到，乃是靠神的靈方能將綁繩解開，重獲
自由，正如參孫所經驗到的(15:14)。可惜
參孫沒有從這個經驗中認識神和認識自己，
他最終的悲慘經歷，成了我們的反面教材
(16:21-30)。從中，我們得到以下幾方面的
提醒：

(一)我們必須常常自我反省，而不是即
時反彈；要承認自己並不完全，求主赦免己
過。

(二)要冷靜應對問題，而不是用暴力解
決；也要默想基督受苦的榜樣，求主赦免別
人的錯失。

(三)真正的敵人不是眼前的某個人，而
是在背後挑起仇恨的魔鬼。我們要思想：
「我有沒有被魔鬼利用，在言語、態度，甚
或行動上攻擊別人呢？」

(四)如果是出於報復心態的事，決意一
概不做。要認定自己不是為仇恨而活，乃是
為事奉基督而活。

我相信，神希望我們享有的，是不被仇
恨捆綁的真自由。



財務報告

學生園地

2 0 1 8年度 ( 2 0 1 8年 5月至 8月 )面授及
網上課程統計

網上 面授

2018年5月至8月修讀人次
總人次：606 
總科次：  26

面授

498
82%   

2018年4-9月總收入  ：HK$   1,169,520.00
2018年4-9月總支出  ：HK$   1,456,179.00
   2018年4-9月不敷  ：HK$    (286,659.00)
               承上盈餘     ：HK$     146,039.00
               累積不敷     ：HK$    (140,620.00)

在聯宇學習最有幫助的是《釋經講道法》和《異端辨惑》。
《釋經講道法》緊緊圍繞聖經、聯繫背景上下文、注重原文文法、
重在應用，覺得對自己和教會的講道有很大幫助和改進。

《異端辨惑》對本地教會的處境有很大幫助，因為本區多異
端，教會出現許多錯誤的觀點和言論。蘇牧師講的《異端辨惑》，糾

正了一些人的錯誤，除去教會的疑惑，取得良好效果。

《教牧輔導》是最常用得到的，教會中許多問題都要用《教牧輔導》
所學的去應對和解决，所以應用最廣泛。《婚姻與家庭》和《人際關係》
的課程也大有用處，在家庭和工作、社會和教會各種複雜的關係中，都有
很大的幫助和改善，也有很實際的應用。

從教會的事工來說，我要把所學的知識更好地應用，繼續培訓講道同
工學習釋經講道、帶領小組查經會；也計劃開展夫妻營會，輔導有問題孩
子的父母。對個人來說，希望繼續學習，修讀道學碩士課程。

楊同學(應屆教牧學碩士畢業生)

網上

10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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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神讓第一屆畢業典禮於8月底順利舉行，師生同慶、讚美神恩。

2. 願神讓教牧學畢業生能學以致用，按著正意分解聖經的真理，建立及祝福他們為主所作
的工。

3. 願神祝福新開辦的「教會領袖文憑課程」，望能培育及造就更多年青的屬靈領袖及教會
接棒人。

代禱事項

2018年4-8月面授課程摘要
香港以外地區
蘇穎智院長《末世論》 黎家翹牧師《舊約概論一》
陳淑貞傳道《生命重整之旅》

香港
蘇穎智院長《講道學二：啟示錄釋經講道》   蘇穎智院長《創世記研讀》
蘇穎智院長《出軌神學》 鄞博士《神學治學法》
陳淑貞傳道《撒母耳記下研讀》             陳牧師《查經法與釋經學》
劉忠明博士、黎家翹牧師《健康教會與教會管理》  陳博士《整全使命與宣教門徒》

2019年春季課程預告 (1-4月 )
面授課程：
香港以外地區
蘇穎智院長《希伯來書研讀》 
香港
蘇穎智院長、何允聰牧師、陳智文講師《組長訓練》  
劉忠明博士《健康教會與教會管理》

網上新設科目：（開課日期：2019年1月28日）
李盛林牧師《歷史書導論》(普) 李炳權講師《腓立比書研讀》(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