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天在元朗偶遇一位傳道同工，她興奮地分享近況之餘，更感動地憶述在神學院接受裝備及

被關愛的點滴和感受。最後，她情真意切地告訴我，她將昔日我輔導她後寫給她的書函裝裱在相框

之中，掛在牆上以作記念。雖然我早已忘記了寫信給受輔導神學生的事情，但她的分享，印證了多

年來我認定的「全人培育的神學教育」理念。 

 

 神學教育不應只是知識的傳遞！培育合神心意的神僕應該是全人教育，培育「靈、魂與身體」，

就如學校教育應該包括「德、智、體、群、美、靈」一般。保羅為帖撒羅尼迦教會禱告時，祝願他們

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帖前 5:23)，意思是要他們全人都健壯。聖經記載主耶穌的成長，是包

括「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路 2:52)，意思是主耶穌是平衡地、整全地、健康地成長。

為此，聯宇的培訓雖然以網絡媒體為主，但有大約三份之一是面授課程。自去年開始，我們在面授課

堂加上個別輔導與關懷及實際援助，實踐全人培育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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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成為劃時代的工人，知識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一環。所以我們聯繫中外資深牧者及神學

教育學者，包括：新、舊約聖經釋經學者， 以

及在講道學、 教會歷史、教牧輔導及實用牧會

學等學科上有專長的神僕，聯手提供培訓課程。

他們將各自的專長錄影成課程或實地教授，務

使學員能夠從課堂領受有深度的學問知識，也 

  從他們的生命見證，學習優良

   的事奉者生命素質，從而為

  信徒供應靈糧和培育他們全

 面成長。學員亦可以成為培育者，

  在所服侍的群體中， 將所學的

 「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後 2:2)，意即培育信徒領袖起來並肩事奉。  

 

 我們的課程由淺入深，學員可以從證書課

程，循序漸進裝備至碩士學位。 若學員在期間

清楚蒙召全時間事奉，可申請轉修全職事奉裝

備課程 (詳參本院課程概覽、網站資料或直接與

本院聯絡)。 

 

 在信徒成長的歷程中，或多或少會基於原

生家庭或個人際遇，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或心

靈創傷。若未能妥善處理，將會潛藏內心深處，

成為生命的陰暗面和事奉的危機(註一)，大大

攔阻事奉，甚至會使他們失敗、犯罪、跌倒，更

會絆倒其他信徒。他們在日常事奉中， 也常會

遇到困擾和壓力，需要支持和幫助。為此， 我

們特意為每一位學員安排面談和輔導的機會，

透過實體關懷幫助學員有效率地學習之餘，也

期望與他們一起尋找出路，建立健全的身、心、

靈，讓他們有生命力地事奉和生活。 

 

 深願我們能同心攜手面對時代的挑戰，造

就合神心意的工人，建立基督的身體！ 

註一：參蓋瑞‧麥金塔及山姆．利馬著，劉祖宇譯，《健康的領導力——如何避開五種危險的領導模式》(道聲，2008)；

保羅‧區普著，吳蘇心美譯，《危機四伏的呼召——教牧事奉獨特而艱鉅的挑戰》(基督使者協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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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走進咖啡室，彷如走進一個特殊的空

間，內裡的擺設給人一種既親切又神秘的氣氛。

微弱的燈光，讓人僅僅看到對方的面孔；寬大

的梳化，像在呼喚人安心半躺下來。 雖然聽不

清楚顧客們講話的聲音，但每張桌上都被講不

完的話題所包圍。 當然，還有陣陣咖啡香從不

同的角落飄過來…… 

 

 走到櫃台前看看牆上的餐牌，發現很多字

都不懂。我沒有被嚇怕，反而到處張望， 期望

找到我能明白的字句。幸好旁邊有中文翻譯， 

才知道那是甚麼。心中得到安慰之餘， 也明確

了目標，終於敢向店員開口點咖啡了。 

 

 後 來 才 知 道 那 是 意 大 利 文。原 來 意 大 

利 人 對 製 作 咖 啡 有 獨 特 的 方 式，稱 之 為  

“espresso”。 另外，用奶沖出來的叫 “latte” ;加

點 奶 的 叫  “macchiato”； 加 點 巧 克 力 的 叫 

“mochaccino”; 用泡沫沖的叫 “cappuccino” ;而

他們開的咖啡室就叫 “café”。 愛喝咖啡的人士

對以上幾個字一定耳熟能詳，甚至不用看旁邊

的中文解釋。 

 

 為何餐廳堅持要在餐牌上用這些字，而不

單單用中文寫出來呢？反正顧客都不會深究這

些字啊！我想，原因有幾個。首先，咖啡的意大

利名稱， 代表著咖啡室對傳統的尊重，讓人知

道這種沖製咖啡的方式源遠流長。這是一種傳

統，要沖製某種咖啡，就要用固定的方式， 不

能任意發揮。其次，是為傳揚文化， 讓人知道

這種沖製方式的發源地，也懂得欣賞其文化。 

最後，是為營造氣氛， 使你能置身屬於它的世

界，有著獨特的感覺，那是別處所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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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顧客來說，點咖啡時很少會有學生那種

背生字的壓力。 對我來說，對意大利名稱的陌

生感，反倒成為一種莫名的吸引力， 叫人用心

感受——雖然頭腦上還未搞清楚字的意思。如

果餐牌上的咖啡沒有了意大利文的名稱，只剩

下我熟悉的中文時，那份神秘感和吸引力也必

會隨之消失。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同理，用原文讀聖經，就是要用心去感受

聖經， 因為原文會帶你進入聖經的世界。用母

語讀聖經當然重要， 那是無可取代的，但若要

更深感受聖經的世界，就需要透過原文去體會。 

 

 我到過一個團契，他們的小組都是以原文

聖經裡的希臘字命名的。例如：有一個小組叫 

“koinonia”， 是團契相交的意思，因為組員追求

在聖靈裡的「交通」(腓 2:1)。另一個小組叫 

“diakonos”， 意思是僕人，若翻譯為英文就是 

“deacon”，亦即是「執事」(提前 3:8)。又有一

個叫 “tapeinos”，就是「謙卑」，因為組員們都

想學效基督的謙卑(腓 2:3)。還有一 

個叫 “paraxusmos”， 即「激發」，因為組員們

希望能彼此「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來 10:24)。 

也有一個小組叫 “zeo”， 即 「要火熱」，因為組

員們都渴望能「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羅

12:11)。更有一個團契以 “agape”為名，指到神

對人的愛；弟兄姊妹都視團契為彼此真誠相愛

的地方(羅 12:9)。透過這些原文的小組或團契

名字，團友們表達了並追求他們在信仰生活上

的理想。 

 

 以上幾個聖經原文，驟眼看會感覺陌生，

但那些團友們講得多就習慣了，多年後仍會記

得。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不難看見有人為

了有更深的享受而學外語：為了看懂韓劇，他

們學韓文；為了看懂電子遊戲的說明和攻略，

他們學日文。我想， 推動這些人付出時間和精

神學外語的，是一份熱愛。當然， 單是熱愛不

會令所有人變成專業學者或語言專家。但若有

機會的話， 至少讓我們來學習一下聖經原文，

就像初次置身咖啡室品嚐咖啡那樣，讓自己感

受一下那個既親切又神秘的聖經世界。 

4 



1. 學院於 3 月初給播道會山福堂送上 500 個口罩，  教會於 3 月

中進行一次可延續的「祝福行動」：出隊派發「祝福包」予基

層街坊、分享福音，同時留下十人

的聯絡資料， 現在仍持續向當中

約七人派發口罩、致電關心。盼望

疫情過後，能夠邀約家訪及教會

聚會。 

 
 

2. 聯宇聖經學院 3 月底搬到新地方，在更好的新環境中繼續培訓的事工。 

 

  春季 夏季 

網上課程修讀總人次 238 179 

視頻課程修讀總人次 72 51 (截至 5 月底) 

向基層街坊派發口罩及分享福音  

根據聯絡資料跟進關心  

衷心感謝您們寄來鼓勵咭和贈送教會 500 個口罩以供應

急！由於歐洲人也沒有戴口罩的習慣，對他們來說，除非是職

業需求或者重症患者，正常人戴口罩簡直太「另類」了。 
 

疫情爆發期間，醫護人員的裝備嚴重缺乏，市面上根本買

不到口罩。弟兄姊妹十分感激聯宇聖經學院的關愛。因英國政

府實施「居家令」，弟兄姊妹只能來我們家索取口罩，或用郵

遞方式收取。 
 
教會弟兄作詩句以示謝意： 

 

 

 

 
 

願主親自報答您們的愛心。敬祝 

身心靈健康愉快，主恩滿溢！  

 Philip & Bonnie 

 英國諾咸頓華人基督教會 

中站者為諾咸頓華人基督教會的工場主任葉
牧師，兩旁為會友。他們感謝本院送贈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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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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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疫情期間，歐美缺乏口罩，本院

寄贈口罩到英國工場及其他地方。此

為葉牧師之感謝信。） 



   課程 講師  

春季 

視頻課程摘要* 

《「疫境中不失方寸」的聖經教導》 

《「基要真理」總結》 

《屬靈領袖訓練》 

蘇穎智院長 

蘇穎智院長 

何允聰牧師、陳佩恩傳道 

夏季 

視頻課程摘要* 

《編寫講章及演說技巧》 

  

《查經法及釋經學》 

《查經法及釋經學》 

《新約概論》 

《釋經講道：舊約歷史書》 

《婚禮及安息禮講道》 

陳佩恩傳道、何允聰牧師、

梁一嗚博士 

陳智文講師 

何允聰牧師 

黎家翹牧師 

李盛林牧師 

蘇穎智院長、陳佩恩傳道、

何允聰牧師 

夏季 

網上課程新設科目 

《出軌神學》(普) 

《聖靈論》(普) 

《教會管理》(普) 

蘇穎智院長 

蘇穎智院長 

劉忠明博士 

秋季 

網上課程新設科目 
開課日期： 9 月 28 日 

《釋經講道：傳道書》(普) 

《神學治學法》(普) 

《中國教會史概覽》(普) 

賴若瀚牧師 

何允聰牧師 

余俊銓牧師 

*註：因疫情關係，春季及夏季課程皆以視頻授課。 

1. 繼續為疫情嚴重的地區禱告，求神保守醫護人

員，也讓患病的死亡人數降低。 

2. 求主賜智慧讓學院運用不同方式授課。 

3. 感謝神在經濟環境不佳的情況下，給學院搬到新

的地方。不但面積大了，租也減少了。願神繼續

使用學院建立更多祂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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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ay Pal 

電話：(852) 3462 2882 電郵： info@cbiglobal.net    

網頁： www.cbigloba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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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 3R Design    承印： e-Print 

2019 年 4 月 - 2020 年 3 月收支： 
 

總收入：  HK$  4,925,962.00 
總支出：  HK$  3,593,197.00  
 

盈餘： HK$  1,332,765.00 
承上不敷： HK$   (431,686.00) 
 

累積盈餘： HK$    901,0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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