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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帝國的

（上）

早前研讀歌羅西書後，本人更喜愛這書中的基督論，因為它不是希臘哲學式抽

象難懂，而是非常具體實用的，現以三章18節至四章1節（稱為家庭規章〔House 

code〕）說明。

《聖經新譯本》

三 18 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丈夫，這在主裡是合宜的。

三 19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妻子，不可苦待她們。

三 20 你們作兒女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在主裡是可喜悅的。

三 21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激怒兒女，免得他們灰心喪志。

三 22 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從世上的主人，作事不要只作給人看，像那

些討人歡心的一樣，卻要以真誠的心敬畏主。

三 23 無論你們作甚麼，都要從心裡去作，像是為主作的，不是為人作的，

三 24 因為你們知道，你們一定會從主那裡得到基業為賞賜。你們應當服事

主基督，

三 25 但那些不義的人，必按他所行的不義受報應。主並不偏待人。

四 1 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平地對待僕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

上。

保羅之前的政治家或哲學家都提出家庭規章，主張男人是一家之主，如果他管理

妥當妻子、兒女、僕人，國家就昌盛繁榮。這些政治家或哲學家的主張，是將羅馬帝

國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都建基於家主（男人）之上。然而，保羅對這主張及其背後

的世界觀有甚麼回應？細讀經文，我們會有以下的發現。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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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覆當時家主的地位

保羅在三章18節至四章1節將主基督加入

他的教導裡。例如：

這在主裡是合宜的（三18b），

這在主裡是可喜悅的（三20b），

要以真誠的心敬畏主（三22b），

無論你們作甚麼，都要從心裡去作，像

是為主作的，不是為人作的（三23），

要公平地對待僕人，因為知道你們也有

一位主在天上（四1b）。

由此可見，妻子順服丈夫，兒女聽從父

母，僕人聽從主人，主人公平地待僕人，不是

因為當時政治家或哲學家的主張，也不是因為

他們的習慣，而是因為主，正如保羅在腓利門

書所說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門6b節）。

換言之，一家之主不再是男人，而是主基督。

保羅將家庭成員的表現/倫理重新定位，教導

他們是因為主而聽從丈夫、父親、主人，或是

公平地待別人。保羅表面上確立男人在家中的

地位，實際上是顛覆了當時家主的地位，將一

家之主由男人變為主基督。

有些基督徒家裡會掛著橫匾，寫著基督是

我家之主，這正是保羅在這段經文的主張。保

羅藉著改變誰是家主，從而改變羅馬帝國政治

穩定和經濟繁榮的基礎。

顛覆當時家主的行為

三章18節至四章1節可分為三小段，分別

論及夫妻、親子、主僕。當時的人視妻子、兒

女、僕人為男人的財產，換言之，他們只是屬

於男人的物品，不會視他們為人。

保羅吩咐丈夫要愛妻子，不可苦待她們。

這吩咐一方面反映當時的男人可能經常苦待妻

子，另一方面保羅將妻子的地位提高，由屬

於男人的財產、物品變為施愛的對象，即是由

「人─物」的關係改為「人─人」的關係，甚

至把妻子視為人，視為伴侶。

跟著，保羅吩咐父親不要激怒兒女，免得

他們灰心喪志。按當時的做法，羅馬帝國有父

權律例（Patria Potestas）保障父親的權益。
按這些律例，父親有權定子女死罪，甚至可以

親手執行死刑；父親可以出售子女作奴隸，又

可以派子女在農場勞役。由此可見，父親對

子女可以為所欲為，但是保羅卻要求父親愛子

女，不要令他們失去志氣，使他們可以健康成

長。

眾所周所，羅馬帝國奉行奴隸制度，主人

擁有極大權力，奴隸卻處處受制。保羅以地上

的主人也有一位主在天上為理由，要求他們公

公平平地待僕人。

生活在二十一世紀自由社會的信徒，會

認為保羅的主張沒甚麼特別，而且是理所當然

的。但是在當時的社會，這是顛覆時代的做

法。保羅將本來擁有一切權利和權力的丈夫、

父親、主人，改變為要用愛心、按公平待別

人。保羅將丈夫、父親、主人只會享權利，別

人盡義務的情況，顛覆為丈夫、父親、主人也

要盡義務。

現代意義

中國的人倫關係是君臣、父子、夫妻、兄

弟、朋友，是以君臣關係為主軸發展的君父權

倫理。但是保羅提出的家庭規章，卻有不同看

法。家庭規章分為三組：夫妻、親子、主僕。

按這次序，保羅是按人倫關係中親疏而鋪陳，

意即主僕的關係比親子疏，親子的關係比夫妻

疏。

起初神創造人時是創造一對夫妻，不是

一對父子或父女，而且吩咐人要離開父母，與

妻子連合，所以聖經裡最親密的人倫關係是夫

妻，不是父子，人類文明和歷史也是始自一對

夫妻。這對時下輕言離婚的夫妻（包括基督

徒）正是當頭棒喝。

保羅鋪陳的次序是先妻子後丈夫，先兒

女後父親，先僕人後主人。他明顯是先教導地

位較低的家庭成員，然後才吩咐地位較高的丈

夫、父親、主人。人際關係是互動的，但總有

一方先踏出第一步。按保羅所列的次序，要活

出他的吩咐，應由妻子、兒女、僕人開始。

此外，妻子、兒女、僕人要做的，不外是

順服、聽從，這是他們向來所做的，所以保羅

的吩咐沒有加添他們新的要求。相反，保羅對

丈夫、父親、主人的要求，卻是一反當時的做

法，他們的改變會很大，所以他們如不先承認

基督的主權，又倚賴祂的恩典和幫助，他們會

難以實踐保羅的教導。

其實，國家昌盛繁榮不是倚賴人，而是靠

賴主基督。正如詩人所說，以耶和華為神的，

那國是有福的！（詩三十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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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　

一、啟示文學的範圍與特色

但以理書（尤其是第七至十二章）和啟示錄常稱為啟示文

學。除了這兩卷書外，舊約以賽亞書二十四至二十七章、以西結書

三十八至三十九章、撒迦利亞書九至十四章、新約馬太福音二十四

章、馬可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都蘊藏了濃厚的啟示文學

色彩。啟示文學的特色包括以下六項：

1. 多數在迫害中孕育而成，針對當前的危機，目的是鼓勵和

安慰受迫害的人。

2. 異象中看見將要發生的正邪大衝突。

3. 充滿末世論色彩。啟示文學的信息包括宇宙秩序的「啟

示」（希臘文apocalypse），並且顯示這宇宙秩序與歷史的關係，

以及如何達致終局。

4. 喜歡描寫「天空的變化」，以及「天上」和「地上」交替

出現。

5. 常用象徵的描述。無論是但以理書七至十二章和啟示錄都

記載了不少異象，它們往往是超現實的，例如大像象徵的世界如何

被一塊天外來「石」擊碎；又如各種怪獸起來互相攻擊（可參但八

章和啟十一7，十三及十七章，怪獸象徵惡勢力）。正因為是象徵，

讀者不能按邏輯字字推論。例如約翰形容敵基督是怪物，有十角七

頭但只有一個嘴巴（十三1∼2）；那麼，每個頭上有幾個角？哪個

頭才有嘴巴？

6. 偶爾提到復活。

二、啟示文學的信息

啟示文學如但以理書的基本信息包括以下各點：

1. 世界永遠是「外邦」之地。屬神的人在這世上是「寄居

的」（彼前一1、17），常要面對充滿惡意的仇敵（彼前五8∼

9）；他們得到掌管歷史的神的許可，在主再來之前必須經歷有史以

來最大的爭戰，甚至要殉道。不過，我們仍可以像但以理一樣，過

一種使神得著稱頌和尊榮的生活。

解讀 

啟示文學 的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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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怎樣可以在困境和充滿罪惡的世代中過使神得稱頌而自己又蒙福

的生活呢？答案就是像但以理和三個朋友一樣，要持守對神的忠貞，忠心

至死。

3. 但是怎樣可以在任何境況中仍忠於神，並忍耐到底呢？第一，做

個有智慧的人，這樣的人真正認識和相信神（但十一32），知道在最絕

望的逆境中，神仍然掌權。雖然從環境看來似乎是毫無希望，但我們仍可

面對各樣挑戰和逼迫，矢志不渝。第二，相信這位掌管一切的神必會主持

公道，為屬祂的人伸冤（不一定是在今世），就如但以理的名字意為「神

審判」，或「我的法官是神」所表達的。

三、啟示文學的解讀原則

1. 要記得上文提到讀者是在水深火熱中，面對著嚴峻的危機。所以

書中所記的內容必是鼓勵他們勝過困境，對神忠誠，而不是給人好奇，猜

測那個異象代表甚麼人或事。

2. 要留心啟示文學的隱晦和象徵的語言，有時候不能按字面的意

思解釋，就如主給非拉鐵非教會的應許是：「得勝的，我要叫他在我神

殿中作柱子。」（三12）類似的話在七章14至15節又再出現，但約翰後

來說：「我未見〔新耶路撒冷〕城內有殿。」（二十一22）兩者比照之

下，我們顯然不能說，在未來的新天新地中，仍有聖殿這種建築物。又如

但以理書數字富有象徵意義，例如四、七代表完成等。

3. 不著意細節，只掌握重點。但以理書七章出現四獸，第二獸如

熊，口裡啣著三根肋骨（七5），第四獸的頭有十角（七7），解釋時不

宜細究那三根骨和十角是指甚麼，其重點是指出數量繁多，或勢力強大。

4. 不要以為自己的解釋一定正確，須謙卑反省自己的看法。正如一

位解經家所說，神以隱晦的象徵語言啟示末後的事件，是要讀者不太專注

於未來的預測，而把焦點轉向神，期待神介入歷史，將歷史帶向終結。

解讀啟示文學的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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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書記載但以理和三個朋友在被擄之地的偉大見證及各個異象，

都深深地吸引歷代信徒去思考和研讀這書。沖伯．朗曼三世（Tempe r 

Longman III）卻指出，信徒已經習慣把但以理書分成兩部分：1第一至六章是

較平鋪直敘的宮廷敘事文，第七至十二章則是充滿難解的預言和異象的啟示

文學。因此，有不少信徒都喜愛研讀但以理書首六章，但往往都是粗疏地閱

讀第七至十二章。有不少信徒認為，研讀和解釋這些異象對自己的靈命不但

沒有甚麼幫助或鼓勵，這些異象又有多個解釋方法，莫衷一是，令他們感到

這六章經文既混亂，又乏味。

敘事和異象之間的關係

但以理書只為部分異象和預言提供解釋，更多的卻是留白。例如但以理

為尼布革尼撒解夢時，明確指出大像的金頭是尼布革尼撒（二38），卻沒有

明確指出，大像的其他部分是誰，或是哪一國（二31∼45）。更甚的是，

到了後來但以理自己從神領受的眾多異象中，有些更是他完全不知道是代表

甚麼，但以理也完全沒有從神那兒得到任何解釋（十二8∼9）。雖說古代的

讀者對但以理書中的象徵比我們更熟悉，可能知道異象代表甚麼，但是，當

歷代聖經讀者讀到這些異象時，他們能否像但以理同時代的人，正確無誤地

去解釋這些異象？更何況，這些古代近東的人真的知道異象背後全部的真相

嗎？還是作者希望讀者在思考異象和預言代表甚麼之外，更希望讀者明白它

們背後的教訓，並思考它如何與之前的敘事相呼應？

曾培銘
聖經教導事工主任

互相呼應的

敘事與異象

1 沖伯．朗曼三世著，恩霖譯：《但以理書》
（香港：漢語聖經協會，2004），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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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敘事和異象兩個角度去帶出中心思想

綜合十二章的經文，我們不難發現但以理書在敘事與異象中，不斷且重

複出現三種「力量」，在不同的時空裡互相影響：第一，屬地，或屬惡魔的權

勢；第二，屬神的王權；第三，屬神的人在面對困難時，應向前兩者中哪一方

投誠。從古代近東霸者巴比倫，接續她的瑪代波斯，在異象中提到的各國和

王，甚至是魔君等，都是迫害或使屬神的人離開信仰的邪惡力量。但是在另一

方面，但以理書藉敘事和異象不斷指出，耶和華神是至高者，祂審判地上列王

和列國，在危難中解救屬衪的人，為歷史寫下軌跡，並定下特定的時間去成就

衪的心意。

但以理和他三個朋友則在各個敘事當中，不斷在屬地和屬神的權力之間作

出抉擇。他們深知道神是至高者，是可以拯救他們脫離任何困難，但是神如果

不伸出援手以致他們被殺，這並未表示神失信（三17∼18）。作者更巧妙地

藉敬拜假神和偶像的異邦君王對耶和華的頌讚，揭示這書的中心思想，就是耶

和華是至高者，獨行奇事，能救拔屬衪的人（六27）。

到了但以理書進到關乎未來的各個異象時，邪惡勢力從來沒有停止對信

徒或「聖民」的磨難或迫害。不過作者以各個異象，一再重申神是最終的審判

者和王（七9∼14，八25，十二1∼3），信徒要在面對苦難和迫害時至死忠

心，藉見證神而使多人歸義（十二3），並因而在末日的審判中，得到神的獎

賞（十二10∼13）。但以理書的敘事、異象和預言帶出這些中心思想，並以

此不斷挑戰和勸勉信徒。

總結

由此可見，但以理書的敘事與異象並不是割裂、沒有關係的，而是作者以

它們去揭示書中的中心思想，並藉這兩個渠道去教導信徒。這教導不但出現於

舊約，到了新約的使徒行傳，彼得和眾使徒經過重重困難與迫害，仍然能堅定

地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徒五29），及後在啟示錄中，約

翰在異象中領受主耶穌對以弗所教會，也是對所有教會的教導：「你務要至死

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啟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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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權帝國下的

1A. 當時耶路撒冷發生了甚麼事？作者特別強調

甚麼人和東西被帶到巴比倫？（1∼2節）

1B. 這些「神的器皿」放在哪裡？

2. 為甚麼作者要交代這些事情？

3. 認知神掌管歷史／神是全地的主容易，但在生活上，特別是遇到困

難時，繼續認定神掌管歷史／神是全地的主卻不容易，試分享你如

何操練確認神的掌管。

4. 巴比倫人怎樣對待這些將會接受訓練的猶大少年？（6∼7節）

5. 巴比倫人更改但以理等人的名字有何目的？

提示： 在舊約時代，名字非常重要，改名通常代表生命歷程上有轉變，例如亞伯
拉罕（創十七1∼5）和雅各（創三十二27∼28）。另外，在古代近東的
世界，人名通常包含他信奉的神的名字，這也表示他和他所信奉的神的關
係，例如但以理意即「神審判」，哈拿尼亞意即「耶和華施恩」，米沙利
意即「誰像神」，亞撒利亞意即「耶和華幫助」。這四個名字顯然是和耶
和華有關。伯提沙撒解作「瑪爾杜克（巴比倫的神明）的妻子，求你保護
王帝」；沙得拉解作「我害怕神（指瑪爾杜克）」，米煞是「我沒有任何
價值」，亞伯尼歌是「尼歌的僕人」，尼歌也是巴比倫的神明。

6. 但以理等人對於改名和膳食安排有甚麼回應？（8節）

7. 為甚麼但以理只是拒絕接受王的膳食，而不拒絕改名？

8. 試選答以下一題。

A. 老闆篤信風水命理，每逢中國節日，他一定要求全體同事向偶像上

香並吃祭肉。有時，老闆更會詢問員工的時辰八字，交給算命師傅

推算來年運程，如果你遇到這兩個情況，你會怎樣做？

B. 試分享你在職場／家庭，遇見上司或長輩要求你做一些與信仰抵觸

的事情時，你是如何處理。

曾培銘
聖經教導事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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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經過三年的訓練之後，但以理等人有何表現？為甚麼他們會這樣出

色？（17∼20節）

10. 為甚麼作者要特別提及，但以理到了巴比倫帝國滅亡之後還在呢

（21節）？

11. 神賜人聰明智慧去完成信徒本身的工作，也因而見證神的大能與保

守。試分享你在工作或事奉上，如何得到神的幫助去解決困難。

參考答案

1 A. 當時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來到耶路撒冷、
將城圍困。作者特別強調猶大王約雅敬和
神殿中的一些器皿被帶到巴比倫。

1 B. 示拿地。這些神的器皿收入巴比倫神的廟
裡和倉庫中。

2. 作者表明猶大國被敬拜外邦神的巴比倫攻
打，巴比倫王將猶大王和耶和華殿中的器
皿帶到他神的廟中。表面上看來，耶和華
及衪所保守的國家好像被巴比倫和她所敬
拜的外邦神打敗，但是作者強調主將⋯⋯
交付他手（2a節），作者顯然要表明，這
些歷史事件是耶和華掌管的，從而揭示在
但以理整卷書中，無論神的子民遇到何種
災難或逼迫，神都是永遠坐著為王和掌管
全地的主。

3. 自由分享。

4 A. 要他們吃喝由巴比倫王所提供的飲食。
   B. 給其中四人改名。

5. 把猶大人的名字改變，除了是方便在宮中
工作外，巴比倫人也想藉改變名字，使猶
大人漸漸接受巴比倫信仰和文化，並想他
們漸漸忘記猶大人的信仰和身分。

6. 但以理等人沒有反抗改名，不過，他們下
定決心，不接受由王所分派的膳食。

7. 雖然但以理等人的名字包含巴比倫神的名
字，但是人對耶和華忠貞與否並不是因為
他的名字，而是他是否遵行律法和活出神
的道。

 不過，但以理卻立志不用王膳。立志可解
作「放在心上」。經文沒有明確指出王膳
和猶大人信仰有何衝突，只是指出但以理
不用王膳的原因是不玷污自己。他不用
王膳可能是因為當時巴比倫王帝所用的飲

食，會首先奉獻給巴比倫神為祭品，之後
王帝和臣僕才吃。如果但以理等人吃了，
他們就自願與巴比倫神扯上關係，當然，
素菜也可能在吃前奉獻給巴比倫神。因
此，較貼切的解釋是，食用王膳表示與王
聯合和結盟，也即表示依靠王帝。值得留
意的是，十一章26節中記載吃王膳的，必
敗壞他，因此，吃王膳的人就是代表依靠
王帝。由於但以理等人唯一的忠心和依靠
的對象是耶和華，所以，但以理等人就拒
絕用王膳，而只是食用素菜和喝白水。

8. 自由分享。

9. 但以理等人的表現包括：
   A. 但以理明白各樣的異象和夢兆（17節）。
   B. 巴比倫王「與他們談論，見少年人中，無

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亞
撒利雅，所以留他們在王面前侍立」（19
節）。

   C. 王考問他們一切事，就見他們的智慧聰明
比通國的術士和用法術的勝過十倍（20
節）。

 他們這樣出色是因為神在各樣文字學問上
賜給他們聰明知識（17節）。

10. 這一節的重點是古列王元年。因為這一年
是猶大人被擄回國後的日子。換句話說，
但以理經歷了整個猶大人被擄到巴比倫，
直到同胞開始回國的日子。雖然他在敬拜
異邦神的巴比倫國家生活，但是，但以理
對神的忠心和順服，並盡力辦好王所派定
的事，蒙神幫助他度過重重困難，並能得
見同胞回國。

11. 自由分享。

8 明道通訊 第18期



恩福聖經學院　　●　　明道社  合辦 第 六 屆 明 道 聖 經 講 座

不可不讀的以西結書─如何解讀及宣講這難懂的書卷

10月27日（一）

10:00-12:00 am
從結構與文學技巧
　研讀以西結書

播道會
恩福堂
十八樓副堂

1:30-3:00 pm
從神學與預言
　解釋以西結書

3:15-4:45 pm
從現代應用
　宣講以西結書

播道會恩福堂（九龍荔枝角長沙灣道789號，港鐵荔枝角站A出口）

報名方法： 請到明道社網站登記　www.mingdaopress.org

座 位 有 限 ． 先 到 先 得 ． 免 費 講 座 ． 自 由 奉 獻

查詢請聯絡明道社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476號優質教育集團中心12字樓1202室
電話：2986 9968 電郵：info@mingdaopress.org  
傳真：2986 9926 網址：www.mingdaopress.org

論當今舊約學者，臥虎藏龍散各地

 論申命記與以西結書的權威
除了他就別無人選

摩西的福音─重讀申命記

10月24日（五） 7:30-9:30 pm
救贖之恩：
　福音的精髓

播道會
恩福堂
二樓禮堂

10月25日（六） 8:00-10:00 pm
聖約之恩：
　福音的要求

10月26日（日） 3:00-5:00 pm
啟示之恩：
　福音的宣講

美國惠頓大學神學研究院舊約講座教授布洛克博士

應邀來港，主講申命記與以西結書

香港信徒可以從殿堂級大師學道和明道

‧ 英國利物浦大學哲學博士（主修古近東的
語言和文化）

‧ 現任惠頓大學神學研究院的講座教授
（2005至今）及該院的博士課程統籌。
曾任美國南美浸信會神學院舊約講座教授
（1995-2005），美國伯特利（Bethel）
神學院的舊約教授（1983-1995），
加拿大P r o v i d e n c e大學聖經系教授
（1975-1983）。

‧ 著 作 等 身 ， 包 括 新 國 際 舊 約 註 釋
（NICOT）以西結書上下冊（1700多
頁），及將出版的國際釋經應用系列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的申命
記，還有新美國聖經註釋（New American 
Commentary）的士師記和路得記（700多
頁）。現任美國Zondervan Old Testament 
Exegetical Commentary Series主編。

‧ 多次獲邀出國講學，包括2004年擔任
美國達拉斯神學院The Griffith Thomas 
Lectures的講員，主講申命記；2005年5
至6月在中國青島教授申命記；2008年3
月在新加坡神學院主領申命記研習班，
11月將返該地教授以西結書；2008年7月
在非洲肯雅講授摩西五經。他也多次在蘇
聯、丹麥和希臘講學。

 傳譯：

 陳恩明牧師（豐盛生命堂榮譽會牧）

 講員： 

 布洛克博士
（Dr. Daniel I. Block）

申
命
記

以
西
結
書

與

新
釋

poster2008-Oct.indd   1 2008/7/11   12:30: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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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恩
代

1. 感謝神！香港辦事處2008年開辦五十

多個讀經課程，幫助信徒明道和行

道，求神使參加者學以致用，榮神益

人。

2. 感謝神！香港辦事處於9至10月獲邀

到以下八間教會主領崇拜聚會，鼓勵

信徒勤讀聖經，建立靈命：循理會恩

安堂、中華基督教會基富堂、香港信

義會靈康堂、沐恩浸信會、宣道會宣

德堂、鰂魚涌浸信會西灣河福音、循

理會沙田堂、浸信宣道會恩雨堂。

3. 感謝神！加拿大辦事處計劃開辦聖經

精讀團契，求神引領籌備的工作。

4. 感謝神！現有很多位學者和牧者為本

社撰寫書籍，求神賜給他們智慧和能

力，可以如期完成寫作計劃，造就廣

大信眾。

2008年6至7月 

  HK$

 奉獻 91,653.00 

 銷售 369,627.50 

 其他 32,509.18 

 總收入 493,789.68 

 總支出 372,757.26 

 6-7月結存 121,032.42 

財政報告

明
道　

  

堂

布洛克博士現任美國惠頓大學神學研究院講

座教授，與舊約的以斯拉有同樣的心

志，就是以考究、遵行神的話語，又將它教導別人為

己任。研讀神的話語時，布博士經常「質問」經文，

為何經文這樣記載？它對原初讀者有何意義？它對現

代讀者又有何信息？為了回答自己提出的尖銳問題，

他經常穿梭於經文世界和現今世界；加上他曾在不同

宗派事奉，包括播道會、弟兄會、浸信會等，所以他

的學生及聽眾，聆聽他講解聖經後，總會豁然明白，

如沐春風，而且確認舊約聖經即使對二十一世紀的信

徒，仍是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並與他們息息相關。

他曾用十四年研究以西結書，而且出版了

1700多頁的以西結書註釋（New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近來又專

注研究申命記，而且即將出版他的研究成果（N IV 

Appl icat ion Commentary）。布博士講學的足跡遍布

歐亞美非四洲，曾到的地方包括希臘、丹麥、中國、

新加坡、俄羅斯、美國、加拿大、肯雅等。

布博士今年10月來港主領明道聖經講座，實在不

容錯過，欲免向隅，報名從速。

第 六 屆 明 道 聖 經 講 座  講 員 介 紹

Dr.
Daniel I. B

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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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領聚會或合辦課程回條

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聚會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　間： ____________________ 　人　數： ___________________人

請安排同工主講以下聚會：

□ 聖經主日 □ 栽培主日 □ 靈修主日 □ 讀經日

本會有意合辦以下課程，請與本會聯絡，商討合辦事宜：

□ 明道訓練班 □ 行道訓練班 □ 查經加油站

—請傳真至 2986 9926

主 領 聚 會 或 合 辦 課 程
教導及培育信徒以神的話語回應急變的世代，面對每天的挑戰和試探，是今天牧

養信徒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每位牧者的心願。本社的使命正是幫助信徒明道和行

道，並且參與聖經教導的事工。因此，歡迎貴會邀請本社主領聚會或合辦課程，與貴

會一起栽培信徒、建立神的國度。敬請填妥回條，以便跟進。

明
道　

  
堂

2008年9-11月讀經課程  詳情請瀏覽明道社網站 www.mingdaopress.org。

香港聖經精讀團契
早上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淡泊浮華的異鄉客
─研讀但以理書 
麥兆輝博士

16/9-25/11
（週二）

9 10:00-12:00
九龍塘宣道會 
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

淡泊浮華的異鄉客
─研讀但以理書 
曾培銘先生

25/9-4/12
（週四）

9 9:45-11:45
第一城浸信會 
沙田小瀝源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
306室

詩篇卷四精研 
莫鉅智先生

27/9-29/11
（週六）

9 10:00-12:00
宣道會大埔堂 
大埔墟廣福道70-78號寶康大廈
3字樓

詩篇卷四精研 
莫鉅智先生

10/10-12/12
（週五）

9 10:00-12:00
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北角城市花園四座1樓

晚間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淡泊浮華的異鄉客
─研讀但以理書 
麥兆輝博士

16/9-25/11
（週二）

9 7:30-9:30
尖沙嘴潮人生命堂 
九龍尖沙咀寶勒巷25號
(港鐵尖沙咀站D出口)

淡泊浮華的異鄉客
─研讀但以理書 
吳宗文牧師等

17/9-26/11
（週三）

9 7:30-9:30
播道會港福堂教育樓
金鐘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
2字樓(港鐵金鐘站B出口)

士師風雲
─如何克勝個人主義 
黎永明先生

23/9-25/11
（週二）

9 7:30-9:30
宣道會調景嶺新堂
將軍澳安寧花園2座地下15號舖
(港鐵坑口站A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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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香港行道訓練班
晚上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游刃有餘─
從彼得前書看跨越逆境
李振康博士

6-27/11
（週四）

4 7:30-9:30
九龍城浸信會
九龍亞皆老街206號

香港明道訓練班
午間及晚上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歸納式研經法工作坊
黎永明先生

20/9-11/10
（週六）

4 2:30-4:30
宣道會愛光堂
太古城道太湖閣1號地舖

13/11-4/12
（週四）

4 8:00-10:00
宣道會華基堂
香港田灣石排灣道49號

風塵神僕─研讀馬可福音
陳耀鵬博士

8-29/10
（週三）

4 7:30-9:30
宣道會北角堂教育樓
北角電氣道233號城市中心2
樓第二期(港鐵炮台山站)

9-30/10
（週四）

4 7:30-9:30
宣道會美孚堂
美孚新邨百老匯街83C號2樓
(百佳超級巿場及戲院樓上)

公義與慈愛─
研讀俄巴底亞書與約拿書
黃天相博士

10-31/10
（週五）

4 7:30-9:30
鑽石山浸信會
九龍鑽石山鳳德道52號
(港鐵鑽石山站C2出口)

試看人生──研讀傳道書
謝慧兒博士

11-25/10
（週六）

3 2:00-4:30
大埔浸信會
大埔墟鄉事會坊32-38號

沙漠中的江河─
研讀以賽亞書一至三十九章
羅慶才博士

14/10-11/11
（週二）

5 7:30-9:30
便以利會油麻地堂
油麻地砵蘭街90號(港鐵油麻
地站A1出口)

萬主之主─研讀啟示錄
孫寶玲博士

14/10-11/11
（週二）

5 8:00-10:00
宣道會興華堂
柴灣連城道6-10號地下
(港鐵柴灣站E出口)

軟弱的神僕．榮耀的職事─
研讀哥林多後書
張永信博士

6-27/11
（週四）

4 7:30-9:30
中華宣道會大圍堂
大圍積運街12-14號宣道會鄭
榮之中學(港鐵大圍站G出口)

士師風雲─
如何克勝個人主義
黎永明先生

7/11-5/12
（週五）
放假21/11

4 7:30-9:30
北角福音堂
英皇道272-276號3樓
(港鐵炮台山站)

詩篇研讀
鄺炳釗博士

19/11-10/12
（週三）

4 7:30-9:30
宣道會北角堂教育樓
北角電氣道233號城市中心2
樓第二期(港鐵炮台山站)

20/11-11/12
（週四）

4 7:30-9:30
宣道會美孚堂
美孚新村百老匯街83C號2樓
(百佳超級巿場及戲院樓上)

香港查經加油站
早上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從創世記看神喜悅的生命
雷小龍先生

20/9-15/11
（週六）
放假18/10

8 9:45-11:30
宣道會屯門堂
屯門景峰花園商場1B 
(輕鐵景峰站)

晚上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士師風雲─
如何克勝個人主義
黎永明先生

26/9-21/11
（週五）
放假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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