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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與「揀睇」
早前有電視台普通話新聞節目中，因用了簡體字字幕，便引來逾1.3萬的投訴，但其實
是否觀眾被強迫觀看，還是可以「揀睇」不看「簡體」呢？

　　雖然在香港用簡體字似乎有點不太恰當，但公
道點來說，在一個普通話的新聞節目，預計觀看的
對象可能是內地人，用簡體字幕又有何不可？況
且，這個台的新聞節目又不是唯一的新聞節目，不
懂看或不想看簡體字的人大可「揀睇」主台的新聞
節目。更何況漢字本身就是不斷的在演化，所謂簡
體字是古已有之，還有很多的異體字等。現在有鄙
視簡體字是某個政府用行政命令強力推行的字體，
而且還限制使用正體字，這才是問題所在。

　　但話說回來，簡體字的而且確有其帶來的問
題，特別與繁體字比較。漢字字體著重其象形與會
意，簡體字明顯就有所不及，例如被批評沒有心怎
算愛（爱），不見面如何親（亲）。

　　但在批評簡體字有其不是的時候，我們也可曾
反思將神的話語簡體化了，也將神的訓誨簡睇化
了，更有可能在閱讀聖經時選擇性地睇我們想睇的
「揀睇」化呢？

聖經簡體化

　　正如漢字有其會意的表達，我們對神的訓誨也
要意會神的心意，但多少時候，我們將神的話語簡
體化了，只著重那些外表的條文，而忽略經文內裏
的精意。

　　昔日神對以色列人責備的就是口雖尊崇主，心
卻遠離主；聖經也提到末世的現象之一就是有敬虔
的外表，卻沒有敬虔的實意。主耶穌很清楚的作出
警告：「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
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
然。」（馬太福音15:8-9）

　　我們會否將神訓誨背後的心意簡體化了，只著
重表面上有否違背，卻忽略了訓誨背後的精神呢？

聖經簡睇化

　　詩篇19篇描寫神話語的全備性，可以想像得到
其蓋括範圍的完整性，但多少時候，我們將神的話

語簡睇化了，只著重那些容易遵行的，卻忽略經文
本身的完整性。

　　我們或許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在神的吩咐中，
如果我們只做一部份，那還算不算是遵守呢？例如
主耶穌說，若有人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十字架
來跟從主。那如果一個人肯捨己，但不願背起十字
架，或一個人願意背起十字架，但卻不願捨己，那
算不算跟從主呢？

　　我們會否將神全備的教訓將其簡睇化了，只著
重我們想做的，那些不想做的，我們便當看不到
呢？

聖經揀睇化

　　大使命吩咐要教訓人遵守凡主所吩咐的，強調
的是聖經的一切教訓，但多少時候，我們將神的話
語揀睇化了，只著重那些自己喜歡的，卻忽略整本
聖經都是神話語。

　　有人取笑不少基督徒的聖經沒有66卷，意思是
那些人只選擇性的看聖經，只看自己喜歡的，揀自
己鍾意的。又或對於自己不能遵守的擱置一旁，彷
彿聖經沒有教導過一樣；又或質疑聖經是否真是這
樣說，像撒旦對始祖的試探一樣：「神豈是真
說」。

　　我們會否將神整體的啟示將其揀睇化了，只想
睇我們想睇的，那些艱深或不想遵行的，我們便揀
選不睇呢？

*　*　*　*　*　*　*　*　*　*

　　求主再次提醒我們：「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

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

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摩太

後書3:16-17）讓我們看重神話語的有益性、全備性及
完整性，以致我們不會把聖經簡體化，更不會將聖經

揀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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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文章

恩典之旅——聖地考察團1

1985年第一屆聖地考察團
1988 年第二屆聖地考察團

1991 年第三屆聖地考察團

1993 年第四屆聖地考察團

1996 年第五屆聖地考察團

2002 年第六屆聖地考察團

2005 年第七屆聖地考察團

2008 年第八屆聖地考察團

2011 年第九屆聖地考察團

2014 年第十屆聖地考察團

2016年金禧聖地考察團

聖地考察團是本院在恩典中成長的標記。第一次考察團是記念本院二十週年。2 當年（今天亦是）本院的資

源有限，舉辦聖地考察團是很大的挑戰。單是旅費已教人卻步。那時，類似的聖地考察動輒要 17,000 元團費 3。 

不過，在韓百嘉 (Harry Ambacher) 院長精心設計，只需 12,700 元便可以足跡遍及羅馬、以色列、雅典。此外，

學院更憑信心鼓勵同學在聖地學習，為學生籌措一半旅費。自那時，學院每隔 3 年舉行一次聖地團， 除了 1998
年 4因報名人數不足， 不能成行， 學院共舉行 10 次聖地考察，每次都靠著神的恩典資助學生一半團費。

此外，聖地考察團標記本院院長的恩慈。筆者親耳見親眼看見韓院長不辭勞苦打點考察團的事務。從訂機

票到找房間；從編寫行程細節到釘裝考察團手冊；從作導遊到當司機。今天，鄭佑生院長也為著學生有最多的

學習，費盡心思編排每次行程。看似一樣的日程，其實是經過再三修訂，配合各方面的要求，如參觀地點的開

放時間。

第一屆聖地考察團在隱基底合照

(1986 年 1 月 7 日 ) ( 鮑立德牧師提供 )

後排：韓百嘉師母、鄭佑生牧師、張錦婷同學、潘錦霞同學

前排：鮑立德牧師、鄭謝翠玲師母、朱少穎同學、甘偉彪同學

　　金禧聖地考察團又標記本院的宗旨——培訓按著正

意分解真道的傳道人。韓院長深深相信一次的聖地考察

比一個學期的學習更有價值。

「一個早上帶來何等的改變！一個早上，一個學生

環繞埃及金字塔漫步——他了解到這就是亞伯拉

罕、約瑟和摩西同樣行過的地方！那學生又站在尼

羅河的水邊，細讀聖經上神將那河變成血的神蹟。

只需要半小時那班學生就能行完在耶路撒冷下，水深及膝的希西家隧道——他親

手觸摸到三千年前希西家派人刻鑿的石塊。聖經中的歷史真理深刻地留於那學生的腦海，永遠難忘……」 5

至今聖地考察差不多成了本院的「必修科」。

　　如韓院長分享，聖地團也幫筆者看通聖經。例如，當筆者踏足隱基底，就明白大衛為何到隱基底逃避掃羅。

原來隱基底位於山坡上，要走約十多分鐘崎嶇不平的小路才能抵達、又可以居高臨下監察敵人，水源充足、更有

很多藏身山洞。

圖 6 ：在猶大曠野，遠離大路，位於山坡上的隱基底。

從東往西望，前景是死海。

說回金禧聖地團，如前文所說本院雖然資源有限，但仍

然繼續仰賴神的恩典舉辦聖地團，今次我們還會有新約

和舊約兩個聖團，讓參加者深入認識聖經與聖地。然而，

韓牧師健康欠佳 ( 請為我們忠心的僕人心身靈祈禱 )，

未能像 30 年前帶領我們游走聖地。最後，把韓院長在

30 年前的分享譯出， 7 在恩典路上互相勉勵。

香港基督徒遊覽聖經記載之地
韓百嘉牧師在香港報告（譯者譚區美寶姊妹）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最近為慶祝其成立二十周年，安排一行十人 8 由教師、學生、牧師及校友所組成的團隊前

往遊覽羅馬、以色列及希臘。此趟旅程耗用四年時間來計劃和籌備，對學生們極具意義。有見及此，另一次旅程

已計劃在 1988年的下半年舉行。

　　我們在那場有十五人死亡並七十四人受傷的可怕鎗戰發生後七十二小時抵達羅馬機場。我們正是在那個區域

內等候離開機場，充斥着彈頭的牆壁與天花讓氣氛變得嚴肅。這些恐怖痕跡提醒我們正處身一個暴力的世界，看

見這些痕跡，我們為安然無恙尤其感恩。

　　從香港出發，經過十六小時的長途飛行，我們在適應了時差後開始遊覽羅馬。當我們漫步於巨型的羅馬競技

場的古老遺跡，其壯觀景象令我們陷入沉思。當我們處身在冰冷、潮濕而漆黑的保羅監獄遺跡時，我們當中部份

人覺得尤其感動。

　　在以色列，我們留宿在耶路撒冷舊城內。猶太人的安息日清晨，我們看到數百猶太人湧往哭牆頌讀經文及禱

告。我們將不會忘記在橄欖山山嶺由鄭佑生牧師主持的主日早晨崇拜。

　　對我們一些人來說，以色列行程中最精彩的部份在我們驅車前往南部的那日。由前往耶利哥的下坡路

出發，我們停在發現死海古卷的昆蘭，跟著教務長鮑立德 (Norm Barnard) 牧師帶領我們在隱基底靈修，就是大衛
躲避掃羅王的瀑布旁。我們在死海散步後，乘坐纜車到馬薩達，學生們在夕陽下上上落落時高時低的遺跡。

　　在以色列北部，我們得以住在一間可以俯瞰加利利海的旅舍。我們開車進入敍利亞 [ 戈蘭高地 ]，在鄰近聖

經記載的但城的地方，觀看頂部被積雪覆蓋的黑門山；並在一個美麗的晴天，揚帆渡過加利利海。我們在米吉多

要塞頂端眺望浩瀚的 [ 耶斯列 ] 谷全景時，心裏都存着敬畏。太陽下山時，我們正望着哈米吉多頓，她將會見證

歷史上最終及最重大戰役發生在廣闊的耶斯列谷。

　　來到希臘，我們所住的廉價酒店可以看到雅典衛城的雄偉。韓夏綺蓮 (Lyn Ambacher) 師母帶領我們在
保羅與雅典人辯論的市場中靈修，而我們的高年級生則在亞略巴古的山頂上講道。我們在旅程的尾段，乘火車轉

巴士往古哥林多，直到如今那裏仍有大型廟宇俯瞰着哥林多遺址。

　　我們為着全團人有良好的健康，心存感恩。當我們站在聖經所展示的重大事件的場景，每頁經文都活現起來。

對我們每一個人而言，此趟旅程乃是我們一生難得的經歷。很多我們的成員用幻燈片和報告與香港的教會分享我

們的經歷。

王培基牧師
本院圖書館長

韓百嘉院長從羅馬往台拉維夫

( 1986 年 1 月 3 日 ) 的登機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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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掃羅王的瀑布旁。我們在死海散步後，乘坐纜車到馬撒大，學生們在夕陽下上上落落時高時低的遺跡。

　　在以色列北部，我們得以住在一間可以俯瞰加利利海的旅舍。我們開車進入敍利亞戈蘭高地，在鄰近聖經記

載的但城的地方，觀看頂部被積雪覆蓋的黑門山；並在一個美麗的晴天，揚帆渡過加利利海。我們在米吉多要塞

頂端眺望浩瀚的耶斯列谷全景時，心裏都存着敬畏。太陽下山時，我們正望着哈米吉多頓，她將會見證歷史上最

終及最重大戰役發生在廣闊的耶斯列谷。

　　來到希臘，我們所住的廉價酒店可以看到雅典衛城的雄偉。韓夏綺蓮 (Lyn Ambacher) 師母帶領我們在
保羅與雅典人辯論的市場中靈修，而我們的高年級生則在亞略巴古的山頂上講道。我們在旅程的尾段，乘火車轉

巴士往古哥林多，直到如今那裏仍有大型廟宇俯瞰着哥林多遺址。

　　我們為着全團人有良好的健康，心存感恩。當我們站在聖經所展示的重大事件的場景，每頁經文都活現起來。

對我們每一個人而言，此趟旅程乃是我們一生難得的經歷。很多我們的成員用幻燈片和報告與香港的教會分享我

們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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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註：

1.　 2006年前的聖地考察團的年份是根據〈歷史大巡禮〉，載《繼
往開來：中國浸信會神學院四十週年 (1966—2006)院慶感恩特
刊》(香港：中國浸信會神學院，2006)，頁8-9。

2.　 Harry Ambacher,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Dragon: The Growth of 
God’ s Church in Hong Kong (Harrisburg: ABWE Publishing, 2003),
p. 232。這屆聖地團由 1985年 12月 30日至 1986年 1月 18日。

3.　韓牧師於1986年1月給學生的信中提到某福音機構提供的團費資
料。本院聖地考察團檔案。

4.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主辦第一屆信徒聖地考察團〉，宣傳單張，
1998年。本院聖地考察團檔案。

5.　韓百嘉：〈比一個學期更有價值嗎？〉，《中國浸信會神學院院
訊》，1990年 9月，頁 1。

6.　筆者整合兩幅圖成為一幅圖。Stephen Miller, Complete Guide to 
the Bible, 92; Hilla Jacoby and others, Israel: The Miracle (Stuttgart: 
Hanssler-Verlag, 1988), 127.

7.　 Ambacher, ”Hong Kong Christians Visit the Lands of the Bible”, The 
Message, January / February, 1987, p. 6：另外，韓牧師也在他的書
憶述這屆聖地團 (Ambacher,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Dragon,
pp. 232-3)。

8.　大合照連同拍照者，估計是韓院長，只得9人。另一團友為吳淑
明校友。

The Message, January / February, 
1987, p. 6. 各位教牧同工，你需要加油嗎？歡迎你入讀本院的

教牧進修課程，可於每年的九月或一月入學。

課程設計目的及特點：

教牧進修課程由 1999 年 9 月開辦至今，一直秉承
著裝備現職教牧同工，使他們在事奉上提升質素。
因此，課程設計方面主要集中三大特點：

1. 課程編排盡量不重複學士課程的內容，使學生有
新的學習得益；

2. 教授內容以較切合教牧處境為主，因此，只容許
教牧學生上課，小班教學，以增加互動性及適切
性；

3. 上課時間遷就教牧的需要，逢星期一開設兩
科，上午及下午各一，以減少對事奉時間的影響，
同時，教牧同學亦可因應個別需要或興趣而修讀
其餘日子的碩士科目，以滿足個別的需要。為了
不同教牧的進修需要和興趣，本院設有下列二種
課程供教牧同工選擇：

一 ) 道學碩士 (教牧進修 )

對象：主要希望在聖經及神學上有較進深學習和
反思的教牧同工。 

課程要求：共修六十四學分，最少三十二學分修讀
下列範圍的科目：

1. 修讀聖經原文兩科，包括：希伯來文及釋經、
希臘文及釋經；

2. 修讀新約研究四科，可選擇範圍包括：書卷
研讀、新約聖經神學專題、新約專題研究等；

3. 修讀舊約研究四科，可選擇範圍包括：書卷
研讀、舊約聖經神學專題、舊約專題研究等；

4. 修讀神學研究兩科，可選擇範圍包括：當代
神學專題、聖經與聖地專題、社會議題與神
學、釋經與講道、系統神學專題等；

5. 修讀在本院道學碩士課程中未曾於學士修讀
的科目。

6. 畢業論文。 ( 無學分要求，但必須通過 )

二 ) 教牧學碩士

對象：主要希望在事奉上有更實務的學習和反省的
教牧同工。

課程要求：
1. 24 學分必修科，包括：

個人成長與更新 1 科，釋經講道 2 科，浸
會史 1 科 ( 如本院畢業生，可改選修 )，領
導與牧養 4 科

2. 18 學分選修科
3. 自我更新作業 ( 無學分要求，但必須通過 )

教牧進修碩士課程簡介
沈志雄牧師
本院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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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財政

夜校課程簡介

詳情請參閱本院網頁及夜校課程單張

活動預告：

2016讀經營

7月1-2日

1.內憂、外患中的盼望』──活在廿一世
紀的香港基督徒在世界、國家、香港與
教會中的反省與思考( 2學分)

課程內容：從宏觀至微觀的角度去思考：

1. 面對世界憂與患中的盼望

2. 中國內憂、外患中的盼望

3. 香港內憂、外患中的盼望

4. 香港教會內憂、外患中的盼望

講師︰袁海生牧師(本院實用神學科副教授與研究及推廣主任)

日期︰2016年5月19日至7月14日(逢星期四)

　　　（6月9日停課）

時間︰晚上7:30至10:00（共八課）

地點︰學基浸信會(長沙灣元州街162號)(合辦教會)

　　　[長沙灣港鐵站A2出口]

學費：$800(証書學員)；$900(非証書學員)

奉獻可存入匯豐銀行戶口 HSBC 
Account: 038-288007-001 或 以
劃線支票抬頭：中國浸信會神
學院有限公司或“China Baptist 
Theological College Limited” 背面
註明奉獻項目，寄回沙田下禾輋
95 號本院收。( 如需奉獻收據者
請連同姓名及地址寄回 )

1/09/15 - 29/02/16財務簡報
收入 HK$
本地奉獻
海外奉獻
收費
其他

總收入

1,032,083.60
56,257.35

473,875.00
1,090.00

1,574,050.95
文字事工基金 HK$
承上結餘
收入
奉獻
印刷支出

總結餘

265,781,30
28,997.40

0.00
(25,650.00)
269,128.70

中國事工基金 HK$
承上結餘
奉獻

總結餘

17,800.00
0.00

17,800.00

聖地基金 HK$
承上結餘
常費撥備
奉獻
支出

總結餘

57,819.47
6,000.00

18,300.00
0.00

82,119.47

教師發展基金 HK$
承上結餘
常費撥備
奉獻
支出

總結餘

276,000.00
30,000.00

0.00
0.00

306,000.00

改善校園環境基金 HK$
承上結餘
常費撥備
奉獻
支出

總結餘

166,219.00
18,000.00
46,607.00

(85,920.00)
144,906.00

本期不敷
承上不敷

總 不 敷

(392,232.20)
(493,729,29)
(885,961.49)

支出 HK$

HK$
銀行按揭
肢體及教會免息貸款

總負債

(1,997,914.54)
(4,875,000.00)
(6,872,914,54)

負債

2 .新約信息知多少( 2學分)

《新約聖經》內容豐富，既有耶穌的言論，又有使徒的教訓，

不乏歷史記敘，亦含豐富神學內容，令信徒愛不釋手。耶穌言

論令人生命放變，保羅教導為教會奠下基石，約翰的啟示文學

叫信徒明白終極的榮耀。新約聖經信息豈能錯過！。

講師：袁仲輝先生(西灣河平安福音堂傳道)

日期：2016年5月16日至7月11日(逢星期一)

    （6月13日停課）

時間：晚上7:30至10:00（共四課）

地點︰香港萬國宣道浸信會聯會辦公室

　　　（深水埗汝洲街66-70號興業大廈2樓B室）

　　　［太子港鐵D出口］

學費：$800（証書學員）；$900（非証書學員）

薪津、強積金及津貼
差餉
地租
花園地租
電話及水電
電腦及網絡
圖書/期刊
印刷及行政
保險
維修及保養
特別聚會及早會
50週年活動支出
傢俱/設備
聖地基金撥備
改善校園環境基金撥備
教師發展基金撥備
雜項
按揭利息

總支出

1,670,580.64
25,740.00
15,444.00
6,860.00

37,960.50
7,068.00

24,094.60
28,122.06
9,085.00
3,418.00

21,548,52
22,065.50
5,226.20
6,000.00

18,000.00
30,000.00
6,023.84

29,046.29
1,966,2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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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與代禱

編輯委員：鄭佑生牧師、王培基牧師、吳淑華姑娘、張家壹弟兄

五十週年院慶徽號設計比賽冠軍作品

學院近況
1.新一年度的院董會成員：朱金輪先生（主席）、蔣

偉堂傳道（副主席）、吳淑華姑娘（秘書）、袁

仲輝傳道（司庫）、李木義牧師、黃家輝牧師、

張鳳萍姑娘、吳淑明姑娘及鄭佑生院長，求主使

用他們。

2 .感 謝 主 ， 帶 領 學 院 於

20 1 5年1 2月4- 5日順利

舉行研經培靈會，由本

院聖經科副教授兼學生

事務主任彭振國牧師主

講 「 來 到 聖 潔 主 跟

前」，兩晚聚會有二百

多位肢體參加，有美好

屬靈造就。亦感謝主保

守本院出版第九本書－

《來到聖潔主跟前──

30天利未記靈修改變生

命的歷程》，盼本書能

讓更多弟兄姊妹得著幫

助。如欲以特價訂購本

書，請與本院聯絡。

3.感謝主，帶領本院50週年院慶講座「信二代的留

與流」已於2月28日順利舉行，約有400人參加。

感謝余德淳博士的分享，使大家都有美好的啟

發，可見弟兄姊妹對此課題是何等重視。

2月28日的講座當日，頒發50週年徽號設計比賽得

獎者，及舉行五十週年活動的啟動禮。

4.請為學院50週年的院慶活動禱告，包括4月24日的

感恩崇拜及感恩晚宴、6月的舊約考察團、7月的

使徒腳蹤團，及12月的研經培靈會，請記念各項

活動的籌備過程，並能讓參加的肢體得蒙造就。

5.本院院長鄭佑生牧師的母親胡嬌鳳姊妹於1月18日

安息主懷，並已於2月2日舉行安息禮拜，求主安

慰其家人。

6.本院行政助理黃美儀姊妹的奶奶潘群英女士於2月

13日安息主懷，並已於3月11日舉行安息禮拜，求

主安慰其家人。

7.本年度學院畢業典禮將於6月13日在學基浸信會舉

行，請記念畢業禮之籌備過程，並為各畢業同學

預備事奉工場禱告。

8.學院將於7月1至2日舉辦讀經營，題目為「展現信

仰真貌，還看希伯來書」，講員為任志明博士。

請記念籌備工作，求主讓參加的肢體得蒙造就，

更愛慕神的話語。

9.本院將於５月至７月前往下列教會負責神學主日︰

荃盛浸信會、中華傳道會青衣堂、和樂浸信會、

十字架山浸信會及白田浸信會。求主使用這些聚

會，興起更多人獻身及支持神學教育。

如教會欲邀請本院主領神學主日，請聯絡本院。

學生會
1.感謝主，已經選出新一屆學生會職員：許軍溝、張

偉業、謝松根、曾家輝，求神帶領各職員能有美好

的配搭，並在忙碌的學習中有智慧處理學生會的事

務。

2.陳桂玲同學的父親陳錦照先生及姐姐陳桂英小姐早

前先後因病及交通意外離世，並分別於1月24日及

1月3日舉行喪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3.為各同學的身心靈禱告，在忙碌的學習和事奉中，

更加緊靠神，並求主保守各同學身體健康。    

4.請為各同學的實習事奉代禱，並記念畢業班同學開

始尋找工場，求主帶領他們的前路。

校友會
1.為仍在等候工場的校友禱告，願主帶領他們到合適

工場，以致能為主所用。

2.請為需接受醫治的校友或其親屬禱告，包括陳淑芬

校友、林得坤校友太太、求主保守他們，讓他們能

得著好好的看顧和治療。

3.校友郭瑞芝宣教士的父親郭偉明弟兄於1月26日安

息主懷，並已於2月6日舉行安息禮拜，求主安慰

其家人，並保守郭瑞芝校友在港述職之事奉。

4.感謝主！張錦婷校友的南非簽證順利批出，有效期

至2017年6月，求主大大使用鍾少溪伉儷，讓主的

事工能在南非發展。

5.感謝主！錢愛中校友及藍建明校友分別於4月8日及

4月10日舉行按牧典禮，求主繼續使用他們帶領教

會，加添他們的能力牧養群羊、廣傳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