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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收取電子版，請以電郵（info@mingdaopress .org）通知本社。
如欲收取印刷本，請填妥以下表格，傳真至本社（[852] 2986 9926）。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一、現象觀察

校，是否政府編制的第一級（band one），

至於學校的辦學宗旨、宗教氣氛和福音工

作、教師是否愛學生、子女是否適合那間學

校等因素，他們全不理會。這種做法與沒基

督信仰的人無異，這是否理想？

在某些事情，例如吃甚麼點心，燒賣

或蝦餃，信徒與非信徒有相同選擇，這不會

有甚麼壞影響，但是，涉及道德、價值的事

情，信徒跟隨非信徒的世俗原則，難免會威

脅個人和群體的屬靈前途。

二、經文解釋
受世俗化影響，不單是現代信徒的挑

戰，古代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也曾跟隨世俗，

最明顯的例子是士師時代基比亞城的匪徒，

他們屬便雅憫支派，企圖向利未人施暴：

士十九22 ⋯⋯城中的匪徒圍住房子，

連連叩門，對房主老人說：

「你把那進你家的人帶出

來，我們要與他交合。」

得的房子。他們呼喚羅得，

對他說：「今晚到你這裡來

的人在哪裡？把他們帶出

來，我們要與他們同房。」

（《聖經新譯本》）

其實，以色列人所作的與迦南人無異，

在士師記不止這一件，作者還刻意鋪陳其他

以色列人，不論領袖或平民，都與迦南人無

異，藉此帶出以色列人世俗化，以致士師時

代淪為黑暗時代，例如：

1. 伊磯倫的僕人與巴拉

三25 他們〔伊磯倫的僕人〕等煩

了，見仍不開樓門，就拿鑰

匙開了，不料，他們的主人

已死，倒在地上。

四22 巴拉追趕西西拉的時候，雅

億出來迎接他〔巴拉〕說：

「來吧，我將你所尋找的人

給你看。」他就進入帳棚，

看見西西拉已經死了，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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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橛子還在他鬢中。

伊磯倫的僕人與以色列領袖巴拉有相同的

表現，一個看見自己的君王被殺，另一個看見

自己的敵人被殺。巴拉身為將領，追趕敵人，

卻不能親手滅敵，只能目睹敵人的屍體，無疑

是剝奪了他的榮耀。作者在第三章諷刺伊磯

倫的僕人，在第四章則諷刺巴拉，兩者不相伯

2. 西西拉、亞多尼比色與亞比米勒

3. 西西拉的母親與米迦

望成空、一無所有。士師記的壓軸結語有另一

個人物名叫米迦，他製造偶像，希望耶和華會

賜福給他（十七5、13）。但支派搶走他的偶

像後，他就說「你們搶走了我的祭司和神像；

我甚麼都完了！」（十八24，《現代中文譯

本》），這表示米迦以偶像為倚靠，失去了偶

像就頓失倚靠，也就願望成空、一無所有。

三、反省應用

更正：



主講

翻譯

錄音整理

I. 首要原則

II. 預言的類別

III. 天啟預言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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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文學詮釋的關鍵

V. 兩個主題

VI. 普及的象徵



VII. 關於末來

VIII. 關於逼迫和苦難

IX.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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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被提

一、取去與撇下

二、在空中與主相遇

還在等待—



三、主再來的情況

II. 以色列的將來

一、聖殿

主講

翻譯

錄音整理



明道通訊

二、猶太人和外邦人

三、一種拯救

還在等待—



四、大原則

III. 世界的將來

IV.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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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神！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舊約副教授黃福光博士及美國迦勒福音神學院新約教授楊克勤

博士答應為本社撰寫書籍，本社深慶得人。求神恩領他們和其他作者，幫助他們在繁忙的

事奉中有力寫作，用文字造福信徒。

2.  感謝神！聖經精讀團契蒙神使用，人數由上季二百多人增至超過 350 人，上季的團友來

自八十多間堂會，本季則增至一百五十多間。這表示聖經精讀團契的理念和學習模式得到

更多弟兄姊妹的認同和歡迎，求神繼續幫助團友明道和行道。

3. 感謝神！本社加拿大辦事處舉辦的「加西明道聖經導師證書課程」本季開辦 User-friendly 

Greek 希臘文課程，有二十四位學員報讀。這個課程歷時三個月之久，求神賜學員恆心。

4. 感謝神！本社於11至12月獲邀到以下教會主領主日聚會，鼓勵信徒勤讀聖經，與神建立

親密關係，求神使用：播道會順安堂、中華宣道會長沙灣福盛堂、基督教會元朗真道堂、

佐敦道浸信會、基督教佈道中心念恩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屯恩堂。

5. 感謝神！本社在下半年能夠與多間教會合作，於港九新界不同地區開辦各書卷的訓練課

程，服侍更多渴慕神話語的信徒。求神加力給各位講師及學員。

6. 本社現正計劃2008年的訓練課程，希望可以到不同地區與教會合辦課程，令更多信徒得

益，求神引領。本社也歡迎教會與本社聯絡，商討合辦課程的事宜。

感
恩
代

時代信息叢書　

稱義、成聖與聖靈─
羅馬書五至八章進解

作者：林榮洪

頁數：264頁

定價：HK$55

本書只討論羅馬書第五至八章的信

息，這四章在全書中組成一個整體。保

羅在前面探討因信稱義的問題，說明世

人都犯了罪，且要面對神公義的審判；

唯獨倚靠神的恩典，藉著信心才能蒙神

稱義。從第五至八章，保羅轉向討論稱

義後的基督徒人生，包括與神復和、與

基督聯合、從律法得釋放、在聖靈裡生

活等課題。

作者簡介

林榮洪先生先後畢業於香港大學、

美國三一神學院、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

（哲學博士），主修歷史神學。曾任香

港中國神學研究院講師，現任加拿大多

倫多天道神學院教授，並於當地牧養教

會。

林先生部分著作如下：Ch inese 

Theology in Construction、《近代華

人神學文獻》、《風潮中奮起的中國教

會》、《基督教神學發展史（一）：

初期教會》、《基督教神學發展史

影音產品　

第五屆明道聖經講座─

還看啟示錄 MP3
講員：威瑟林頓（Ben Witherington III）

傳譯：陳恩明、鄭智豪

時間：約7.5小時

定價：HK$70

光碟內容

1. 還天啟預言的本相──剖析解讀預言的須知

2. 讓神還你公道──七印、七號、七碗的審判

3. 還千禧年的真貌──如何正確解釋千禧年

4. 還在等待──天堂在人間

學者推薦

包衡（Richard Bauckham）．蘇格蘭聖安得烈大學新約研究教授

威瑟林頓博士從社會修辭學分析經文，駁斥廣泛流傳對啟示錄

的誤解。威氏的講解能夠幫助廣大信徒正確理解啟示錄的內容，而且

對神學研究和牧養職事都有莫大裨益。

講員簡介

威瑟林頓（Ben Witherington III）

． 英國德倫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哲學博士

． 現任美國阿斯伯里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約教

授

． 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的 New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y Series 

主編，又是該套叢書啟示錄註釋的作者

． 二十一世紀頂尖級的福音派新約學者，曾從社會修辭學撰寫多本

新約釋經書（包括太、可、徒、羅、林前、林後、加、帖前、帖

後、啟等）

． 著作超過三十本，每本都很有分量，其中 The Jesus Quest  及 The Jesus QuestThe Jesus Quest

The Paul Quest  分別榮獲1996及1998《今日基督教》書籍年獎The Paul QuestThe Paul 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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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督教出版聯會主辦的「第三屆金書獎」，於

2007年10月11日公布結果及頒獎。蒙神的恩典，本社喜

獲以下獎項：

原創神學及研經類　金獎：
孫寶玲：《啟示錄─萬主之主》，明道研經叢書

周沃明等：《啟示錄研習本》，明道研習本

原創兒童、親子及青少年類　銅獎：
眼核樹著，鄧美心繪：《奇妙的耶穌─看看神

蹟》，兒童研經叢書

原創生活及靈修類　入圍獎：
羅慶才：《沙漠中的江河─ 以賽亞書對現代人的啟

迪》，時代信息叢書

再次衷心感激幾位作者的付出及各讀者的支持。願一

切榮耀頌讚全歸予神！

別
消
息

OIA研習本　

士師風雲─
如何克勝個人主義
作者：黎永明

頁數：104頁

定價：HK$30

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這

些名詞在人類歷史中此起彼落，你來不及認識

它的原委，它就已經成為落後的用語。雖然換

上新裝，這些主義的人觀基因仍是相同。《士師風雲─如何克勝個人主

義》不是要探究這些主義的來龍去脈，而是要以聖經（主要是士師記）的

智慧，來探討如何解決個人中心、自以為是的問題。

作者簡介

 黎永明

． 建道神學院神學士

． 信義宗神學院道學碩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主修聖經研究）

． 曾任國際聖經協會副總幹事、環球聖經公會副總幹事

． 現任明道社總幹事

． 撰寫《士師風雲──如何克勝個人主義》（OIA研習本）

． 主編不同主題聖經，包括《姊妹靈修聖經》、《弟兄靈修聖經》

明道社書籍獲獎

（二）：中世紀教會》、《中華神學

五十年：1900-1949》、《曲高和寡：

趙紫宸的生平及神學》、《王明道與中

國教會》、《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

的研究》、《共享詩篇靈筵》（明道

社）、《末世懸謎─啟示錄進解》

（明道社）、《耶穌基督生平與言論

（上冊）》（明道社）、《耶穌基督生

平與言論（下冊）》（明道社）、《正

常的教會生活─提摩太前後書進解》

（明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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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2008年第一季讀經課程 詳情請瀏覽明道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

明道訓練班
課程、講師 日期 星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啟示錄
孫寶玲博士

10-31/1 四 4 晚上7:30-9:30 宣道會荃灣堂

29/1-26/2（5/2放假） 二 4 晚上7:30-9:30 九龍城基督徒會

4-25/3 二 4 晚上8:00-10:00 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屯門）

歸納式研經法
黎永明先生

10-31/1 四 4 晚上7:30-9:30 葵涌平安福音堂

21/2-13/3 四 4 晚上7:30-9:30 觀塘浸信會

傳道書
謝慧兒博士

21/2-13/3 四 4 晚上7:30-9:30 深水埗崇真堂

提摩太後書
林俊華牧師

4-25/3 二 4 晚上7:30-9:30 禮賢會九龍堂（九龍塘）

學員福利：學員可於課程期間以八折選購明道社產品
課程費用：$220（開課一週前報名$200，以明道社正式收到費用之日期計算）

聖經精讀團契及查經加油站
主題、導師 日期 星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聖經精讀團契：詩篇選讀
鄺炳釗博士等

8/1-25/3 二 10 上午10:00-12:00 九龍塘宣道會

8/1-25/3 二 10 晚上7:30-9:30 便以利會油麻地堂

9/1-26/3 三 10 晚上7:30-9:30 播道會港福堂（金鐘）

10/1-27/3 四 10 上午9:30-11:30 第一城浸信會（沙田）

查經加油站：士師記
黎永明先生、凌民興先生

14/1-17/3 一 8 上午10:00-11:45 宣道會屯門堂

15/1-18/3 二 8 晚上7:30-9:15 百德浸信會（銅鑼灣）

* 「聖經精讀團契」及「查經加油站」均於2月及3月的第一週放假
費用 ：自由奉獻

報名及查詢 ：請到本社網站下載報名表格或致電2986 9968查詢

截止日期 ：開課前一週或額滿即止

讀者回應 / 明道訓練班報名表
若表格不敷應用，歡迎自行影印或到本社網站下載

本社只接受清楚填妥所有項目的報名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牧師／傳道／弟兄／姊妹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成為明道之友，收閱有關資訊，並為明道社禱告

□ 奉獻支持

 □ 日常運作支出 ________________  □ 出版 __________________  □ 聖經精讀團契 _________________

 □ 訓練班 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  合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參加聖經精讀團契、查經加油站，請把資料寄給我

□ 報讀明道訓練班：（首次報讀者，必須請所屬教會牧者簽名推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 日期 費用

啟示錄

□ 10-31/1 □ $200　 □ $220

□ 29/1-26/2 □ $200　 □ $220

□ 4-25/3 □ $200　 □ $220

歸納式研經法
□ 10-31/1 □ $200　 □ $220

□ 21/2-13/3 □ $200　 □ $220

傳道書 □ 21/2-13/3 □ $200　 □ $220

提摩太後書 □ 3-24/3 □ $200　 □ $220

合共

奉獻及繳費辦法：

1. 劃線支票：抬頭請寫「明道社有限公
司」或「Ming Dao Press Ltd」

2. 銀行存款：存入匯豐銀行戶口（帳戶
編號：502-393523-838）

　　填妥表格後，請連同支票或銀行存
根正本寄回本社。奉獻者可獲發收據，
在香港申請減免入息稅項。你的個人
資料，只會用於傳遞本社資訊及發還收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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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辦事處

電話：(852) 2986 9968 電郵：info@mingdaopress.org

傳真：(852) 2986 9926 網址：www.mingdaopress.org

香港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76號優質教育集團中心12字樓1202室

加拿大辦事處
Tel : (1-778) 389 6554 E-mail : canada@mingdaopress.org
Fax : (1-604) 434 6554 Web : www.mingdaopress.org
c/o Burnaby Alliance Church,
8611 Armstrong Avenue, Burnaby, B.C. Canada V3N 2H4

董事： 張慕皚（主席）、陳瑞盛（司庫）、翁競華（文書）、余毓繁、馮耀榮

主編： 黎永明 編輯：  鄭名芝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與本社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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