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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求你使我明白你的道，我就思想你的奇事。」詩篇一一九篇27節

第16期
2008年5至6月

第二十三篇〔大衛的詩〕

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2 他使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3 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
的竿，都安慰我。

5 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
溢。

6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
遠。

詩篇第二十三篇稱為詩中的詩，千古傳誦，令我們對神有很豐富的認識。

現在且看它豐富的內容：

神是供應者（2∼3a節）：神是牧者，我是祂的羊，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

上，我無論向左或向右都可吃草；又因祂帶領我到平靜的水邊，可以安心飲

水，因為羊不會喝湍流的水。飲食無缺的結果是精神飽足，因為靈魂可解作

精神。所以神在肉身和精神兩方面都供應羊的需要，使羊必不會缺乏（1節，

《新譯本》）。

神是帶領者（3b節）：飲食無缺使精神飽足，神還帶領羊走公義的道路。

神是同在者（4a節）：羊經過危險地帶，因為有神的同在，所以不怕遭

害。第1至3節稱神為他，但第4節稱神為你，這表示遇危險時，神由在前面引

路變成身旁的同行者，關係更加親密。

神是保護者（4b節）：遇見危險，神會用杖和竿保護羊。

神是安慰者（4c節）：遇見危險，神還會安慰羊。

哥林多後書選讀
聖道精解　第十至十三章概覽 p.3

真道鑽研　自誇面面觀 p.5

妙道常習　誇自己軟弱的真神僕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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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主人（5節）：詩人在第5節轉用另

一個比喻／意象，神由牧羊人變成主人。在

曠野，你被敵人追殺，但是得到一位主人收

留，他為你大排筵席。因為得到主人保護，

敵人不能做任何事。即使遇見危難，也可享

受主人用橄欖油膏抹，並且開懷暢飲葡萄酒

（原文是沒有「福」一字）。

因為神這樣恩待我，我要一生一世留在

神的殿中，不願離開（6節）。

上文是傳統對詩篇第二十三篇的解釋，

意涵豐富；然而它有些地方令人費解，包括

一、第2節的重點應是躺臥和安歇在安

全的地方，不是吃喝無憂、飲食充足。

二、舊約聖經沒有描述羊走公義的道路

（3b節），為何這裡會描述羊走義路？

三、舊約聖經中較少將杖和竿與牧羊人

連用（4b節），反而較多與君王連用（詩二

9；斯四11，五2，八4）。

近年，有學者提出新的解釋，使我們

對這首詩有另一番體會。這些學者主張這篇

詩的重點是，將耶和華描繪為牧羊人式的君

王，因為：

一、古代近東稱呼君王為牧者或牧羊

人，《漢模拉比法典》也是稱呼漢模拉比王

為牧者。

二、舊約聖經中也稱君王為牧羊人（賽

四十四28；代上十一2）。

按此理解，詩篇第二十三篇的解釋如

下：

第1節表示耶和華是牧羊人式的君王，

祂供應我的需要。

第2節的重點是，這位牧羊人式的君王

使人民安居、穩妥，滿有安全感。

第3節描述這位君王會使我（靈魂可

譯作我）復興，走公義的道路，做應做的

事情，因為這是君王的職責（詩七十二1∼

2）。

第4節的重點是這位君王會帶領百姓，

即使面對危險，例如在戰爭上，他都會同

在，而且用權杖帶領子民前進，使子民得安

慰，可以放心。

第5節則是戰勝後，戰勝國會俘虜戰敗

國的君王和王室成員，並且賜他們食物，使

戰敗國的敵人在戰勝國的君王面前用膳。昔

日巴比倫王也是這樣待戰敗國的君王，包括

猶大國王約雅斤（王下二十五27∼30；耶

五十二31∼34）。換言之，這位君王會帶領

百姓爭戰，而且會戰勝對方，又在慶功宴上

用橄欖油膏他的子民，使他暢快，並賜他美

酒暢飲，慶祝凱旋而歸。

第6節則是子民的回應，因為耶和華

（這裡不用意象，直稱神為耶和華是與第1

節呼應）這位君王的美善，他要一生一世留

在祂的殿裡。

新解釋的優點是保持耶和華的意象由

首到尾都一致，不用改變意象。值得留意

的是，詩篇第二十二篇和第二十四篇都論及

耶和華是君王，祂受列國敬拜（詩二十二

27），也是榮耀的王（二十四10），且是戰

場上的能者（二十四8）。

綜覽詩篇第二十三篇古今的解釋，盼望

幫助讀者更全面認識這首詩，也更認識耶和

華是君王的意義：祂供應子民的需要，包括

安穩、公義、引導、同在、安慰、勝利。

本文摘自1至3月聖經精讀團契的課程，以饗讀者。

詩篇第二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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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這期的主題

是哥林多後書選讀，由

三篇文章組成，第一篇

是概覽第十至十三章，

這段經文的一大特色，

是保羅的愚人說，這是

當時的說話修辭技巧，

以自己為愚人，然後自

誇一番。第二篇是從第

一世紀的修辭學專論自

誇。第三篇名為〈誇自

己軟弱的真神僕〉，讓

我們更深入認識十章12

節至十二章13節。

第十至十三章

這段經文的語調，與先前的截然不同，例如先前他只是隱

晦地回應那些「超級使徒」帶來的問題，現在他卻直斥其非，

很坦率地與超級使徒對決，其勢是要受書人選擇，是親保羅還

是選取這些假使徒。在此，我們要留意的是，保羅是有意把最

嚴重的問題，留到信的最後段落才處理。這正合乎牧養和修辭

技巧的策略。再者，這段經文的目的，亦是為了保羅要再訪教

會作好準備（十三10）。在牧養上，保羅的牧者心驅使他先處

理一些較輕的問題，到了最後才針對嚴重的問題。在修辭上，

保羅可說是滔滔雄辯，盡是肺腑之言。他先對受書人表達誠

意，愛教會的心及為自己的使徒身分自辯，以建立較為融和的

氣氛，才進入較為困難，需要言辭侃侃去處理的問題裡，這是

合理的做法，亦是當代人在修辭上一般的做法。這段經文的結

構如下：1

A　 開場白（十1∼6）

 B　 警告（十7∼18）

  C　 主要論點（十一1∼十二18）

 B'　警告（十二19∼十三10）

A'　結語（十三11∼14）

按經文的思路及主題，這段可分為四部分：

A 為再訪教會作準備：答辯批評者（十1∼11）

B 論「超級使徒」（十12∼十二13）

C 預告第三次造訪教會（十二14∼21）

D 警告教會他將行使徒權柄（十三1∼10）

詩篇第二十三篇

概覽

1 參陳濟民：《哥林多後書》，天道聖經註釋（香港：天道，2006），

頁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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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保羅所針對的，主要是兩類人，

一是會內人（ i n s i d e r s ），另一是會外人

（outsiders）。由十章1至11節及十二章20節開

始，保羅所說的，明顯是針對會內的人。在此，

十章1至11節保羅針對的，與十二章20節起所處

理的，是教會內兩組人。前者自以為很屬靈（十

7），自命不凡亦看不起保羅。尤其是保羅上一

次「痛苦的造訪」（十10），使他們進一步排拒

保羅。也許，這些人是哥林多前書所反映的，對

修辭學趨之若鶩，並且崇尚那些善於辭令，風采

十足的傳道人（林前一18∼二5）。對於保羅現

身時那種平凡的表現不以為然，輕視他的學養及

屬靈地位（十2）。

另一組人我們估計是外邦的信徒，他們信

主後仍然不能脫離外邦世界的種種道德萎靡的生

活，他們犯了罪仍無悔改之心（十二21）。教會

亦容讓他們，沒有處理他們的問題。

至於十章12節至十二章13節是針對會外

人。這些會外人是外來人，是真理的入侵者

（十一4、5）。學者對於這一群自命是「超級使

徒」（十一5）者的身分有不同的見解。 

這一群外來客自命為「超級使徒」（十一

5，《和合本》譯作最大的使徒），其實是實用

主義者（pragmat ics），他們的作風是投其所

好，只要能得著受書人信任，甚至崇拜，以達到

自肥的目的便可。事實上，當保羅離開教會後，

教會內部的確出現權力真空，以致他們有機可

乘，產生「小變天」的局面。他們風頭十足，誇

耀自己的背景及屬靈地位是何等超卓，並且硬說

保羅是軟弱且不足的，誓要將保羅比下去及轟下

來，旨在要把保羅擯於教會的門外，然後便可以

盡領風騷，教會也可以任其魚肉，為所欲為了。

對於以上這群自命不凡的人，保羅力陳他

們是假使徒，是撒但的僕役，戴著虛假的面譜

（十一13），旨在殘害信徒，圖利以自肥。

這段經文最大的特點，是十一章1節至十二

章13節稱為「愚人說」（Fool's Speech）的段

落，極具修辭特色。「愚人說」是自辯的修辭

技巧，作者自命愚蠢，以能說一些在正常情況下

不能說的話。這樣，反而能夠盡訴心底話，亦能

夠說出必須要說的。在這裡，由於那些「超級使

徒」經常在受書人面前自誇，所以保羅藉著「愚

人說」同樣自誇一番，可說是「以子之矛，攻

子之盾」的做法， 務求把這些自命是「超級使

徒」的人的真面目揭示出來。再者，這種諷刺的

寫作手法，亦能令對方反省。值得留意的是，保

羅表示他是被受書人所逼，才以愚者說話（十二

11∼12）。

一般來說，讀者讀過這種寫作手法，結果可

以是極端的。負面而言，讀者可以因為被作者羞

辱，以致變本加厲地排拒作者。正面而言，受書

人會感到慚愧而改弦易轍，與作者修好。我們相

信，因為保羅從提多的口中知道受書人的態度，

已有大大的改觀，所以他用這種方法時已很有把

握，受書人會被觸動，衍生積極且正面的反應。

本文摘自明道研經叢書的《哥林多後書─軟弱的神

僕．榮耀的職事》，於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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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世紀的著名修辭學家昆提利安（Quintil ian）警告人不要

稱讚自己，這樣會令聽眾討厭（11.1.15）。與他同時代的希臘

哲學家蒲魯他克（Plutarch），指斥古羅馬著名演說家西塞羅，

過分誇讚自己，惹人譴責（Cic.  24.1-2）；還有其他公眾人物

都有這個缺點，例如亞歷山大（Alexander Alex. 23.4）和加圖

（Cato Marcus Cato 14.2; 19.5）。一次自我舉薦，就讓敵人藉

機批評；如果想誇耀自己多麼偉大，最好可以找別人來讚自己

（如Fronto Ad Verum Imp. 2.3）。有些人會稱讚一些傑出的詭

辯家（Philostratus Lives 2.27.616）或其他能夠避免自我稱讚

的人（Valerius Maximus 4.1.6a）。猶太的智者也同樣不鼓勵自

我稱讚（箴二十七2；'Abot R. Nat. 22, §46 B）。

因此，關於「是否需要論及自己」的辯論就很常見

（Isocrates Nic. 46;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1.1.1）。自

誇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被當作合理。學者也經常提到，蒲魯他

克就提供了大量自我稱讚的理據。雖然自我稱讚在原則上是討

厭的，在實際上卻可能可以接受（Praising Oneself Inoffensively 

1, Mor. 539AC）。譬如「純粹」作為道德教訓的例子，邀請人

模仿，就可以稱讚自己（Praising Oneself Inoffensively 15, Mor. 

544D）。如果能夠邀請人模仿、抗衡對於壞人的稱讚、反駁誹

謗、服侍聽眾，諸如此類，自我稱讚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歸功於

神或運氣，或者提及自己的一些小缺點，也會沒那麼討厭。

蒲魯他克的尺度較為寬鬆。為了回應批評，就可以訴諸自

己的作為（如Demosthenes Cor. 299-300），即是作辯解式的

自我舉薦。為了敗壞敵人的名聲也可以（Demothenes Embassy 

1 74）。為了達成更偉大的目的，譬如使敵對者和好（D i o 

Chrysostom Fifth Disc. 3-9）或服侍別人（Pliny Ep. 1.8.13），

也是可以的。若是被逼，也可以自誇（Cicero Fam. 5.12.8，

聲稱在他之前已有先例）；若是被敵人所逼就更加可以理解

（Quintil ian 11.1.19，關於西塞羅）。西塞羅在分享新消息時也

會順便自誇一下（Att. 1.14; Quint. Fratr. 1.1.9.26），其他人也

留意到（Quintilian 11.1.21）。

面面觀
Craig S. Keener 著

鄭名芝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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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誇者若要避免自誇得太顯眼，就要隱晦一

點。西塞羅留意到因為偉大而自滿是不合宜的，就減少說

自己多麼偉大（Cicero Against Caecilius 11.36）；然而他

的敵人更顯然不入流（12.37），因為如果西塞羅亦顯得不

能勝任，那麼他的敵人就更加不夠資格了（12.40）！有個

演說者原本有許多關於他的偉大的例子要說，但是留意到

根本沒有人想聽這些例子，於是便逐一刪去了（Fronto Ad 

Antoninum Imp. 1.2.9）。

保羅為了回應批評（十10∼16），而且因為「被逼」

（十一30，十二11），也會自我稱讚。他反駁敵人，免得

惡者得到稱讚（十一18），並且使他們閉口（十一12）；

他這樣做，最終更是為了造就哥林多人（十二19）。保羅

又歸功於神（十13；林前十五10），並且毫不隱藏自己的

缺點（十一6），即使可能是反話。雖然保羅依循既有的

慣例來稱讚自己，但是他所自誇的主題（列舉出遇到的患

難，可是不提及所得的勝利或所顯示出的品格），有很多

其實是諷刺地模仿希羅精英的價值觀（十一24∼33）。保

羅這僕人尊崇他的主人基督，而不是他自己，顯然與那些

傳自己的人不同（四5）。

本文摘自新視野釋經叢書的《細看哥林多前後書》（原屬New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y），於日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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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習 1. 試從下列經文，找出「超級使徒」有甚麼特點？

十一4 ：

十一20 ：

十一22 ：

十二1 ：

十二12 ：

2. 這些人的特點今天會以甚麼形式出現？

3. 試分享以下一題。

A. 你會如何避免自己重蹈覆轍？

B. 你會如何避免輕信這些人？

4. 保羅曾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他，主回答他：我的恩典夠你用

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保羅怎樣回應這回答

（十二9∼10）？

5. 保羅的回應與回應假使徒的挑戰有何關係？

6. 試分享以下一題。

A. 神藉著人的軟弱而彰顯祂大能的經歷。

B. 如果你像保羅一樣多次求主除去困難，主卻回答你我的恩典夠你用

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你會有是甚麼反應？

為甚麼？

7. 保羅列出哪些憑據，顯明自己是真正的使徒（十二12）。

8. 試解釋那些憑據是甚麼意思？

9. 保羅提到自己其中一種生命的質素是百般的忍耐，你在這方面有甚

麼學習？試舉例說明。

誇 自 己 軟 弱 的

真神僕
（十12∼十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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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1. 十一4：他們所傳的福音，與保羅所傳的有

異。

 十一20：他們強迫、侵吞、擄掠、侮辱，

甚至打一些受書人。

 十一22：他們是希伯來人，即猶太人。

 十二1：他們強調不尋常的屬靈經歷，如見

異象等。

 十二12：他們側重神蹟奇事和異能。

領組提示： 組長可按需要補充更多資料，例如

這些「超級使徒」有其他教會（可

能是耶路撒冷教會）的推薦書（三

1）；他們能夠在操希臘語的哥林

多立足，證明他們是有強烈的希臘

文化背境。

2. 上述的情況今天可能以下面的形式出現： 

 十一4：福音內容不純正、嘩眾取寵，信徒

不用付代價跟從主等。

 十一20：思想洗腦、操控信眾，侵吞獻

金、教產等。

 十一22：標榜傳統、權威，自恃屬於某大

宗派、大教會、著名神學院等。

 十二1、12：高舉異能、神蹟奇事等靈異經

歷。

3. 自由分享。 

4.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

的能力覆庇我。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

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

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

了。

—本文摘自明道研習本的《哥林多後書─軟弱的神僕．榮耀的職事》，於5月出版。

5. 參研經本十二章9節的解釋。如果能夠使

主的能力，得以完美地彰顯出來，軟弱就

成為主能力彰顯的機會；一如十字架為基

督提供了機會，使神那復活的能力得以彰

顯。所以，即因為以上主的答覆，使保羅

有以下的想法。軟弱是眾數，指保羅某一

些軟弱。好叫引出了目的。覆庇指那充滿

以色列人會幕的耶和華之榮光；這裡是有

讓神的同在蓋過自己的意思；保羅的意思

是以致基督那復活的大能大力凌駕於他本

人，這正是保羅誇耀自己軟弱的原因。此

句原文應作「因為當我軟弱的時候，那一

刻我是剛強的」；保羅不是指他在軟弱時

會變得剛強，而是「軟弱」和「剛強」同

時存在；即他本人是軟弱的，但基督的

同在和祂能力的彰顯使保羅成為強者。這

樣就回應了那些「超級使徒」及受書人當

中，曾批評當保羅在他們中間時，表現得

軟弱無力，將保羅本來虛懷若谷的態度，

當作為無能的表現（十1）。

6.  自由分享。

7. 我在你們中間，用百般的忍耐，藉著神

蹟、奇事、異能，顯出使徒的憑據來。

8. 參研經本十二章12節的解釋。百般的忍耐

即保羅因為作為人的限制，自然有人的軟

弱，面對著重重苦難和困難，他唯有一次

又一次的忍耐地緊緊倚靠神（一8∼9），

使基督復活的能力得以藉著保羅彰顯出

來。所以他也以軟弱和受苦自誇，並且以

此作為使徒的記號。

 神蹟、奇事常一起在舊約出現，尤其是關

於以色列人出埃及蒙神拯救的事蹟。神

蹟強調一些表現，是神作為的記號；奇事

表示發生了出人意表的事；保羅再加上

異能，這是教會的主賜給教會的屬靈恩賜

（林前十二10、28、29；加三5），強調

聖靈能力的彰顯。這裡三者都是眾數，表

明當保羅在哥林多傳福音時，多次地出現

以上的三種特徵。

9. 自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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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掠
影

明道研經叢書

哥林多後書─
軟弱的神僕‧榮耀的職事
作者︰張永信

頁數︰344頁

售價︰HK$90

保羅離開哥林多，繼續宣教的工作，哥林多

教會似乎顯得群龍無首，出現權力真空。當時哥林

多教會受到一些所謂「超級使徒」的迷惑，攻擊保

羅，指斥他是多麼軟弱。保羅很願意與受書人冰釋

前嫌，卻因著懼怕受書人犯罪而不自知，並且受了

那些假使徒的教唆，偏離真道，所以藉哥林多後書

反駁他們的指斥。行文雖然雄辯滔滔，卻盡是肺腑

之言，流露他的真感情及牧者心。作神的僕人，別

人看來可能是軟弱卑微，其職事卻是榮耀無比的。

從保羅在哥林多後書的表白，我們更明白如何作合

神心意的僕人。

作者簡介

‧ 加拿大維真神學院（神學碩士）及美國福樂神學

院（教牧學博士）

‧ 現任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培訓及研究主任

‧ 曾於北美洲、南美洲及香港牧會，並於香港建道

神學院任教十年

‧ 著作包括「天道聖經註釋」的《使徒行傳》（卷

一至三）和《教牧書信》；「天道生命信息系

列」的《教牧書信》及《約翰福音》，以及《但

以理書注釋》、《啟示錄注釋》、《末世神學初

探》、《唇齒相依》等。

明道研習本

哥林多後書─
軟弱的神僕‧榮耀的職事
作者︰明思、梁偉民

頁數︰104頁

售價︰HK$28

明道研習本

帖撒羅尼迦前書─
成為聖潔預備迎見主
修訂版
研經本作者︰馮蔭坤

修訂版作者︰明思、梁偉民

頁數︰76頁

售價︰HK$25

帖撒羅尼迦前書的「明道研習本」是根據「明

道研經叢書」的《帖撒羅尼迦前書─成為聖潔預

備迎見主》而編寫，由八課組成，可供八個星期的

主日學或小組研經使用。修訂版研習本集中查考每

段經文的重點，幫助讀者更容易掌握經文的意思及

現代意義。帖撒羅尼迦前書修訂版經本社同工及義

工試用，集思廣益修訂而成。

時代訊息叢書

非常道、非常講─
從九種講道進路探討馬可福音的信息
作者：陳耀鵬

頁數︰324頁

售價︰HK$78

馬可福音的註釋書汗牛充棟，從講道進路探

討其信息則是鳳毛麟角。作者教授講道學多年，

學有專精，本書用九種講道方式來講解馬可福

音，包括教義式、釋經式、文本式、教牧式、經

文式、想像式、專題式、敘述式及人物式，擴闊

讀者視野，使人印象深刻。附錄更介紹各種講道

進路，使人不但懂得吃魚，更會享受釣魚之樂。 

作者簡介

‧ 美國三一福音神學院文學碩士

‧ 美國三一福音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 現任香港建道神學院助理教授

‧ 曾任加拿大溫哥華門諾弟兄會基督教頌恩

堂主任牧師

‧ 著作包括《眾志成城─從尼希米記看委

身與事奉》、《寒梅綻放─從帖撒羅尼

迦前後書看信徒如何迎接主再來》
9



3D研經系列
【Dimensions, Depth, Direction】

多方位．有深度．有定向

認識摩西五經
─生命的旅程
內容大綱

．生命的目標

．生命的啟迪

．生命的回應

華人教會以前的教導方式偏重左腦，

以文字為主，《3D研經系列》卻是左右

腦兼顧，提供在聖地拍攝很吸引人的實

境，配上美妙的音樂，有助信徒全方位學

習。我以感恩和喜樂的心向華人信徒推薦

這系列，冀望更多教會採用這研經工具及

主日學教材。

鄺炳釗博士（明道社社長）

《3D研經系列》的特色

1. 包括詳盡的學員本、教師本、講義本

及教材附錄。

2. 備有錄像光碟DVD三片，兼備粵語國

語聲道。

3. 每輯按書卷類別講解聖經，全套12

輯，涵蓋聖經66卷。 

4. 每輯12 - 15課，適合3 -6個月的學

習，三年內可研讀聖經一遍。

5. 適合有心進深的信徒、查經組長及主

日學老師。

認識詩歌智慧書
─實踐智慧人生
內容大綱

．認識智慧的開端

．陶造智慧的生命

．實踐智慧的生活

認識福音書
─與耶穌同行
內容大綱

．行在主的道路中

．行在主的真理中

．行在主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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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恩
代

訂購表（不適用於香港以外的地區）
每套原價HK$550，一次訂購三套可享低於七三折

截止日期：5月30日

書名 原價（每輯） 優惠價 數量 合計

認識摩西五經— 生命的旅程 HK$550.00 八折　HK$440

認識詩歌智慧書— 實踐智慧人生 HK$550.00 八折　HK$440

認識福音書— 與耶穌同行 HK$550.00 八折　HK$440

全套三冊 七三折　HK$1,200

優惠期︰由即日起至2008年5月30日 總計

* 請圈出適用者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牧師／傳道人／弟兄／姊妹）*

所屬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_________________ 電　　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購 填妥表格連同劃線支票寄至本社。

  支票抬頭請寫「明道社有限公司」或「Ming Dao Press Ltd.」

＊送貨 折實後滿HK$1,500可獲免費送貨服務，只限一個送貨點，不包括離島。

  訂貨低於HK$1,500須酌收運輸費。貨款收到後四個工作天即可送貨。

送貨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親臨購買 歡迎於以下辦公時間蒞臨本社選購︰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至下午12:30，下午1:30-6:00

＊您的個人資料，只會用作傳遞本社資訊和聯絡之用。

1. 感謝神！香港辦事處因應兄姊的呼聲，舉行更深入的聖經精讀小組，反應熱烈。

於5月開始，由資深導師主領；每組限收十人，參加者須事前備課兩小時。請為參

加者及導師祈禱，使他們明道和行道。

2. 感謝神！加拿大辦事處現舉行師訓班，共15位學員參加，6月舉行啟示錄，請為講

師及參加者祈禱，令信徒獲益良多。

3. 感謝神！香港辦事處於5至6月獲邀到以下八間教會主領主日聚會，鼓勵信徒勤讀

聖經，建立靈命：以勒浸信會、中華宣道會恩友堂、中華傳道會青衣堂、基督教

信道會旺角樂道堂、四方福音會彩坪堂、黃竹街平安福音堂、觀塘國語浸信會、

中華基督教會海南堂、中華傳道會福寧堂。

4. 感謝神！本社又添新力軍及新作，除原有出版計劃外，本社下半年將出版下列新

作：郭文池博士的腓立比書（時代信息叢書），黃天相博士的路得記（明道研經

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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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道　

  

堂

2008年5-7月讀經課程  詳情請瀏覽明道社網站 www.mingdaopress.org。

香港行道訓練班
課程、講師 日期 星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從馬可福音看靈命更新
陳耀鵬博士

5-26/6 四 4 7:30-9:30 p.m 九龍區舉行 （地點待定）

香港明道訓練班
課程、講師 日期 星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萬主之主─研讀啟示錄
孫寶玲博士

9-30/5 五 4 7:30-9:30 p.m.
深水埗崇真堂
深水埗大埔道58號

公義與慈愛
─研讀俄巴底亞書與約拿書
黃天相博士

13/6-4/7 五 4 7:30-9:30 p.m.
循理會賜恩堂（深水埗）
長沙灣道137-143號長利大廈6字樓
（港鐵深水埗站A1出口）

試看人生─研讀傳道書
謝慧兒博士

15-22/6 日 2 2:30-6:30 p.m.
宣道會屯門巿中心堂
屯門柏麗廣場寫字樓1509-1511室

公義與慈愛 
─研讀俄巴底亞書與約拿書
黃天相博士

21/7-11/8 一 4 7:30-9:30 p.m.
宣道會元基堂（元朗）
元朗康樂路27-31號嘉好大廈2字樓
（輕鐵康樂路站）

香港查經加油站
課程、講師 日期 星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從約拿書明白神的心意
凌民興先生

16/6-7/7 一 4 10:00-11:45 a.m.
宣道會元基堂（元朗）
元朗康樂路27-31號嘉好大廈2字樓
（輕鐵康樂路站）

從創世記看神喜悅的生命
李均熊先生

3/7-28/8
放假31/7

四 8 7:30-9:15 p.m.
深恩浸信會
太子道西162號華邦商業中心6字樓
（港鐵太子站B1出口）

從士師記看
如何克勝個人主義*
黎永明先生

3/7-28/8
放假31/7

四 8 7:45-9:30 p.m.
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新界上水龍琛路30號Ａ
（港鐵上水站）

4/7-29/8
放假1/8

五 8 7:45-9:30 p.m.
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屯門石排頭路17號馬錦明慈善基金
馬可賓紀念中學內（輕鐵蔡意橋站）

* 中華宣道會會友請分別向合辦課程的堂會報名，即上水堂（查詢電話︰2671 4397）或恩友堂（查詢電話︰2450 2380）。

加拿大明道訓練班
課程、講師 日期 星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啟示錄
鄭彼得牧師

23-24/6 二 4 7:00-10:00 p.m. 宣道會福群堂

報名或查詢，請聯絡加拿大辦事處 電郵：canada@mingdaopress.org
電話：(1-778) 389 6554 傳真：(1-604) 434 6554

讀 者 回 應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牧師／傳道／弟兄／姊妹)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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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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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妥回應表格後，請連同支票或銀行存根正本寄至本社。奉獻者可獲發收據，在香港申請減免入息稅項。
　　您的個人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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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思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與本社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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