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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教育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而
是薪火相傳的承傳。但牧師、傳道人
的子女是否一定要“子承父業”呢？
我們應該怎樣預備子女成為神所用的
器皿呢？這一期院訊，我們分別訪問
了蘇穎智院長父子，請他們分享自己
讀神學的經驗，以及父母對子女念神
學的影響。

蘇：自子女懂事開始，我們夫婦對他們有以下的禱告和期
望。第一，希望他們能夠接受主成為他們唯一的救
主，並將“二手”信仰變成自己的經歷。第二，希望
他們能夠愛主。第三，希望他們能夠按著自己的恩賜
和負擔去事奉主。我們從沒有要求他們將來一定要念
神學，只是循序漸進地給他們講聖經，告訴他們神如
何向人啟示祂自己、大自然的奇妙如何證明這世上有
神、以色列的歷史和發展如何證明神的真實等等。

我們會給他們講述主耶穌的故事，包括祂怎樣
行神蹟奇事和教導人，也會用活潑的方式講主耶穌的
比喻，更會隨時分享我們的見證，說明我們所經歷的
一切，都不能以“巧合”來解釋。我們常常禱告求神
使用他們事奉祂。

廖：Watchman，你覺得父親在家裡怎樣實踐神學教育？這對你
們兩兄妹有什麼影響？

望：回想爸爸在家裡實踐的神學教育，許多都是從他的生命中學習到
的。爸爸經歷過很多神蹟，例如：在大雨中撞車衝下山坡卻一
棵樹也沒有撞到，更能在一條很急的水澗前奇蹟地停下來。另
外，當爸爸媽媽讀神學期間銀行存款只有99美仙時，突然收到
支票，度過難關。還有爸爸曾經跟爺爺拿刀和擔挑對峙，卻因
信主，一家人都大大改變等等。他告訴我們的每一個神蹟，其
實都幫助我們明白，這個世界實在是有肉眼不能看見的屬靈的
事，神真的一直在看顧我們、愛我們。所以他的“神學教育”
是直接了當的宣告，告訴其他人神在他生命中的神蹟奇事。

另外，爸爸的福音工作也是他實踐神學教育的重要一面。
他在買魚時可以傳福音，乘計程車時可以傳福音，打網球時可
以傳福音，甚至到骨醫求診時也可以傳福音。在他的熱情中，
你會體會到神的愛是何等的吸引。

廖：蘇牧師，請問您有沒有刻意培育子女念神學？

蘇牧師夫婦與兒、媳於達拉斯神學院留影

在耶穌為門徒洗腳的
銅像前留影

訪問、整理： 受訪者：

廖惠堂(廖) 蘇穎智院長(蘇) 蘇守望(Watchman)弟兄(望)



廖：蘇牧師，守望弟兄念神學可說受你的影響很大，
那什麼驅使您當年念神學？

廖：現在輪到您的兒子念神學，你會給
他什麽提醒、建議或忠告？

蘇：Watchman，我給你的提醒是：第一，成績不
是最重要，能夠學以致用、活用神的話語，
以及用生命影響生命才最重要。第二，一些
較難和需要較多時間讀書或做功課的科目，
不要堆在同一個學期。例如，希臘文和希伯
來文不要同時開始，可以先修兩科密集希臘
文(暑假上課)，再在另一個暑假讀密集希伯
來文，到原文釋經時就容易應付了。

另外，若兼職工作時間太多，會影響到
讀書時間。優先序是停(或減)工作、讀好神
學。但不可忘記教會的事奉，學以致用，因
為在未來的事奉裡，你的平衡生活及優先序
可以成為別人的榜樣。

蘇：我在中學教書的時候，帶領了超過100名學生信主，
但後來有兩個積極追求真理的學生，竟受到耶和華見
證人(耶證)的影響，參加了他們的聚會。我曾經花了
三個多小時跟耶證的長老辯論，但他們用希伯來文和
希臘文聖經來反駁我。那時我不懂原文，所以明知道
他們所說的有矛盾，卻不能將他們駁倒，只能各自闡
述立場，爭持不下。於是我到神學院上晚間課程，學
習初級希臘文和護教學，並向老師請教關於耶證的問
題。

兩個學期之後，我終於明白耶證的問題所在，於
是再約學生跟耶證的長老辯論。我引證聖經指出他們
解經的錯謬(包括約1:1-2；西1:15；賽9:6；啟7:1-8的
144,000人等等)，結果，他們在無法反駁之下，說以
後不想再跟我辯論，而我其中一名學生也離開他們，
歸回正道。從那時開始，我看見神學裝備的重要，
也看見人的靈魂和豐盛的人生，比金錢、成就等更
重要。於是，我與當時的未婚妻(即師母)經過禱告之
後，決定放下教鞭，到美國進修神學。

望：爸爸在我生命中有很多影響。在家庭崇拜中，他帶領我們
查經；每次查經都會叫我們雀躍：原來經文可以有這麼深
厚的意義。每次查經後，我們都有很深的體會。也許因為
爸爸的緣故，我也很喜歡查經。

雖然從小已經是基督徒，但事奉的路卻是要親自經
歷的。在我念大學的最後一年，我在互聯網上看到一個短
片，改變了我的生命觀。短片是一個深圳狂歡派對中的
“索K”吸毒比賽；片中的主角，是當晚的“K后”。這
個看來不足20歲的香港少女，在許多人面前一口氣吸掉長
長的氯胺酮(Ketamine)毒粉，然後舉起勝利手勢，短片也
就完結了。當晚她成為了“K后”，嬴了1,000元人民幣，
但短片的附帶內容卻寫着，這名“K后”當晚便失去了性
命。

當時我心中很不明白，為何人的生命可以這麼沒有價
值？只是一個“K后”的名譽和1,000元人民幣的獎金，便
換取了她前途無限的生命！我忽然覺得對香港的青少年很
着急；不是怕他們全都去吸毒，而是怕他們全都看不見生
命的價值。我因為這一件事情哭了許多個晚上，也在那時
開始立志要回香港服事青少年。

廖：為何你會念神學？父親對你有何影響？

與教授釋經講道學和護教學的   
里察教授 (Dr.  Ramesh Richard)夫婦合照



廖：謝謝蘇牧師和Watchman。

(編按：除了蘇守望弟兄在達拉斯神學院念
神學，蘇牧師的女兒和女婿也在
香港攻讀神學。)

廖：Watchman，你念了神學多久？有什麽學習和體會？

廖：若將來你有兒女，你認為影響他們會否念神學最大的因素
是什麽？

望：我念神學已經兩年，深深感受到神學是一生也學不完
的。神實在超越一切，我們要以世上的智慧去完全明
白祂是沒有可能的。但祂卻願意用我們能夠明白的言
語，一點點地帶領我們去認識祂，這一切全是恩典。
讀了神學兩年，我發覺最困難的，不是不明白功課，
而是明白了之後的實踐。明白主的愛容易，但要學習
活出主的愛，才知道自己的軟弱。有人說，為主死容
易，為主而活卻更難。若與人有磨擦時，如何謙卑自
己、看自己為無用的僕人 (路17:10)呢？在功課忙碌
中，如何仍然記得關心身邊的人的需要呢？沒有實
踐，神學訓練便是空言，但實踐時才知道自己軟弱，
知道有多需要主作我生命的王。

望：原來媽媽在我兩歲時便在達拉斯神學院(DTS)的石牌前禱
告，希望我能回來達拉斯讀神學，但後來因為怕給我壓力
而沒有告訴我、爸爸和妹妹。甚至後來我提出來達拉斯讀
神學時，他們也怕我讀不來和資金不足，勸我們留在香港
讀神學。但神真的聽禱告，我們在多方面考慮後仍決定到
這邊來裝備。當我真的開始了讀神學，媽媽才告訴我們這
件事情，令我們體會到神真的很奇妙。

我的兒女將來會否讀神學、會否全職事奉，我深信這
一切都不在我掌握之中。我不能多做一些甚麼叫他們多愛
神一點，他們信仰的路要他們自己去經歷。但我盼望自己
能夠謙卑謹慎，不作他們屬靈生命的絆腳石，盡力學習將
基督的愛展現出來便是了，因為基督的愛本身已經是滿有
吸引力的了。

廖：最後，請蘇牧師講一下，您在神學教育的
承傳方面有什麽想法。

蘇：我期望教會除了實踐三福、栽培、組長訓
練、婚福等之外，更要做到“全民皆將”。
教會既有自己的聖經學院，我希望人人都能
夠受到有系統的神學訓練，將來一有機會便
可以在本地或外地參與植堂、宣教或培訓的
事奉。我也盼望神學生在畢業之後，能夠在
各處“遍地開花”，建立培訓中心或聖經學
院，使各地教會都能夠“全民皆將、薪火相
傳”，榮耀三一真神。

耶穌為門徒洗腳的銅像



 (編按：本文原刊於牧職神學院
《牧蹤》第66期。蒙李牧師慨允修訂
重登，謹此致謝。)

從母親腹中到出生，從出生到
孩童，從孩童到成人，從成人到年
老，從年老到終老，這是我們在地
上的人生要經過的不同階段。從創
世開始，神便指示亞當要「離開父
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創2:24)，又要「生養眾多、遍滿地
面、治理這地」(創1:28)。從這時開
始，人類的歷史便延綿不斷地伸展到
現在。本文將會講述聖經有關神的子
民不同的成長階段和過程，以及他們
在成長的過程中，怎樣藉著神啟示的
律法，將神賦與他們屬神的身份內
化，融會成為他們的生命，並在整個
民族之中，表現出猶太民族的價值觀
和生活文化的規範。

[一] 從出生到成人禮

1. 懷孕期

自從亞當、夏娃犯罪，被逐出
伊甸園的日子，神就咒詛婦人的懷
孕：「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
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創3:16)。
按《他勒目》(Bavli Erubin, chap 10 
– II:10)的解釋，婦人的苦楚有兩方
面：一是婦人的週期性經血和痛楚；
二是生產時候的失血和痛楚。自從人
類墮落，歷世歷代的婦人就經歷了這
兩樣不能逃避的苦楚。對猶太婦女
來說，他們清楚這是神對人的一個
咒詛，但作為神的子民，他們有逃
離咒詛的方法。在醫學沒有那麼發
達的時代，在懷孕過程中出現流產的
機會相當大，這是神的一個咒詛(B. 
Yebamot, vol. 8:13.7)。但對神的子

民來說，只要在神的恩約之中謹守遵
行祂的律例、典章，便能得到神的祝
福，活在祂的蔭庇之下。

對懷孕的婦女和家人來說，
《他勒目》的傳統的確道出了他們的
心聲。雖然神造男造女，祂的創造是
美好的，但對神的子民來說，生男總
比生女好，因為承受產業的主要都是
兒子及其家庭，而女性在成長中一直
都受原生家庭保護，並且會被預備轉
到後來的夫家之中，隨著夫家的血脈
而伸延開來。因此，她們懷孕期間對
性別的期望更是顯而易見。當然，他
們不像中國人傳統那種守舊、重男輕
女的思想，特別在一孩政策的影響
下，不少農村家庭千方百計除掉所懷
的女胎。

聖經對懷孕期間所遭遇到的事
情也有提及，其中比較容易發生的，
是被人碰撞。出埃及記 2 1 : 2 2說：
「人若彼此爭鬥，傷害有孕的婦人，
甚至墜胎，隨後卻無別害，那傷害她
的，總要按婦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審
判官所斷的受罰。」但古代近東的法
律卻完全不是這樣處理，他必須以命
填命，即是要以胎兒賠上。若是那
孕婦死去，那碰撞之人的妻子也得
賠上生命。若是碰撞孕婦的人沒有胎
兒，他就要賠上自己的性命(ANET, 
184：The Middle Assyrian Laws，
A50)。猶太人在原生家庭的關係之
下，不會用相對應的家人作為賠償(
因為這是給自己帶來禍患和錯誤)，
而是要他們按著自己的能力直接賠
償。因此，摩西在重申律法時有這樣
一個補充：「不可因子殺父，也不可
因父殺子；凡被殺的，都為本身的
罪」(申命記4:16)。

2. 嬰孩期

在古代以至現今近東的民族之
中，閃族後裔的不同民族仍然對男人
施行割禮，但這與猶太人在割禮上的
意念很不相同。猶太人的割禮，是因
為耶和華神曾與他們的祖宗亞伯拉罕
立約，「割禮」是這個約的記號。從
神對希伯來人列祖(亞伯拉罕、以撒
和雅各)的應許，到他們真正得到這
約上的應許，歷時超過500年，所以
新約的希伯來書有這樣的話：「這些
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據，卻仍未
得著所應許的」 (11:39)。所有希伯
來男丁都在出生後第八天行割禮。當
然，在他們民族不同的歷史時段，因
著種種問題，在這方面會有所偏差，
但大致上他們都會照著這個規定而
行。在同時期的古代近東，其他民族
少有為嬰孩行割禮，而是在青年或成
人時進行。

近代希伯來男嬰行割禮時，父
親會給他們起名。在日後希伯來的社
區之中，這個名字會成為這個孩子的
定位，令他成為社會的一份子。這個
希伯來名字往往是從舊約聖經而來，
特別在一些宗教活動和禮儀慶典之
中，他們更會互稱希伯來的名字。在
這個希伯來名字以外，他們會再加上
父親的名字。例如：若他的希伯來名
字叫所羅門，父親的名字叫大衛，那
麼他的名字便是「大衛的兒子所羅
門」；是一種紀念先祖和民族歷史的
做法。在現代社會「地球村」的意識
下，不同民族之間往來頻繁，因此，
除了這個希伯來名字以外，他們會另
取一個西方名字。(待續。)

 以色列人的成長過程(一)
李盛林牧師



財務報告

2 0 1 7年面授及網上課程統計

網上 面授

2017年修讀人次

 總人次：1,972（平均每季657人次） 
總科次： 60（平均每季20科次）

網上

819
41%   

面授

1153
59%   

2017年4-12月總收入 ：HK$  2,505,444.00
2017年4-12月總支出 ：HK$  2,017,025.00

              4-12月盈餘 ：HK$     488,419.00
               承上虧損 ：HK$     (272,931.00)
               累積虧損 ：HK$      215,488.00

2017春季 2017夏季 2017秋季

面授 280 433 440

網上 241 268 310

總人次 521 701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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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學生修讀形式分佈圖

面授 網上 總人次

增長11.2%(與春季比較)
增長15.7%(與夏季比較)

增長28.6%(與春季比較)

2017年修讀及開科情況 總數 每季平均

2017年修讀人次 1972 657

2017年開設科目 60 20

修讀形式 2017年修讀總人次

面授 1153

網上 819

總人次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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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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感謝神﹗學院在2017年學生人數不斷增加，透過面授和網上教學，培育資源缺乏地區的
信徒領袖和牧者(約有2,000人次)，使他們受裝備，按著正意分解神的道。

2. 為2018年將會有首屆教牧學學士及教牧學碩士畢業感恩。求神使畢業同學繼續不斷在他
們牧養和事奉的教會，用神的真理培育和教導那些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3. 為很多同學所處的教會面對異端的挑戰禱告。求神幫助他們應用所學到的聖經真理和神
學知識，教導弟兄姊妹以聖經真理分辨及抵擋入侵教會的異端。

代禱事項

《腓立比書研讀》；宣道會將軍澳堂(2/7)  李炳權特約講師

《傳道書研讀》；屯門藍地福音教會(4/8) 黃儀章博士

詳情請留意日後宣傳。

讀經日

2018年5-8月課程摘要

網上新開科目：
張西平牧師《實用解經學》

開課日期：2018年6月25日

2018年春季課程預告 (5-8月 )

香港以外地區
蘇穎智院長《啟示錄研讀》

陳淑貞傳道《生命成長之旅》

黎家翹牧師《舊約概論(二)》

香港

蘇穎智院長《創世記研讀》

陳詠恩博士《宣教與佈道》

蘇穎智院長《講道學：希伯來書釋經講道》

陳淑貞傳道《撒母耳記下》

劉忠明博士、黎家翹牧師《健康教會與教會管理》

陳牧師《查經法及釋經學》

鄞穎翹博士《神學治學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