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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12月，是記念耶穌基督降臨的日子。聖子降臨，成就救恩，標示新時代來

臨；聖靈降臨，教會成立，同為人類帶來新時代。

創新可說是神工作的特色，秉承神作工這方面的特色，明道社嘗試為華人教會帶

來一些創新。

聖經講座

為使香港信徒與國際接軌，吸收紮實且嶄新聖經研究的成果，我們邀請不同學

有專精的聖經學者來港主領明道聖經講座，將他們引介給香港的基督徒，有些學者是

首次來港主領聚會，包括艾倫教授（Dr. Ronald B. Allen）、博克教授（Dr. Darrel L. 

Bock）、布洛克教授（Dr. Daniel I. Block）。明道聖經講座之後，他們獲不同神學院再

次邀請來港主領講座或教授課程，香港基督徒可以再從他們身上學習神的話語。

2009年5月22至25日，我們邀請了凱勒博士（Rev. Dr. Timothy J. Keller）首次

來港主領明道研經大會。凱勒博士是美國紐約救贖主長老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的主任牧師，這教會由他和妻子

（Kathy），及三個年輕兒子合力於1989

年在紐約曼哈頓建立。《今日基督教》稱

這教會是曼哈頓極富活力的；據《超越》

（Outreach）雜誌調查，這教會的植堂數

目也是位列榜首，超過一百間。《紐約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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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讀團契

為了提高基督徒學習聖經的成效，我們一

改以往單向學習的模式，於2007年4月創辦聖

經精讀團契，以四重學習的模式學習神的話語，

即是參加者先個人研習，在聚會裡與組員交流練

習，然後聽專人講習，最後派發查經資料的參考

答案回家溫習。聖經精讀團契強調學以致用，不

斷提醒、鼓勵參加者將所學的與人分享，不要將

神的話語屯積起來，只知餵養自己，一味勤讀聖

經、愛讀聖經，卻忽略行道、傳道。

聖經精讀團契成立之後，同年11月有神學

院舉辦同類讀經課程，2009年將有另一機構計

劃舉辦同類課程。直至2009年底，聖經精讀團

契也會由原初的三區發展至十區，筆者預計到

時每週用中文以這種方式學習神話語的信徒至

少四千人次。按神的時間，神藉我們於2007年

在香港興起這種讀經運動，我們不知神有甚麼心

意，但肯定的是，這只是開始，不是結束。在此

邀請您為我們祈禱，使我們的事工更能配合祂的

計劃，在不同階段屢創新猷。

出版、網上研經平台

除了舉辦課程外，我們也出版書籍，幫助

信徒明道和行道。我們近兩年在出版取得另一

些創新，包括出版以下書籍：

◆ 鄺炳釗著。《詩篇（一∼二十篇）》：全球

第一本以形式鑑別學與正典鑑別學撰寫的中

文註釋。

◆ 黃天相著。《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全球

第一本從語言學撰寫的中文先知書註釋。

◆ 威瑟林頓著。《還看啟示錄》：全球第一本

從社會修辭學撰寫的中文啟示錄註釋。

◆ 孫通編。《舊約歷史書合參》：全球第一本

中文舊約歷史書合參。

為了擴闊服侍各地的信徒，我們已展開

更新網站的工程，並分階段推出不同計劃，使

我們的網站成為真正的網上研經平台，包括每

週出版讀經文章，交流讀經的心得，文章按觀

察、解釋、應用經文的框架撰寫，使讀者不單

學習解經，也學會用經。首個系列上文下理篇

（一至十）可在我們網站的研經資源免費下

載，現時出版對比篇，歡迎讀者瀏覽。

此外，我們於2009年會陸續展開不同計

劃，包括支援講壇的事奉。歡迎您給予寶貴意

見，也為我們祈禱及經濟支持，使我們可以繼

續為華人教會帶來創新。

誌》的《影響力》期刊則稱凱勒博士，「是紐約

最成功的福音派佈道家，因為他承認年輕的在

職人士和藝術家對本土文化的塑造負起『格外重

要』的作用；同時他也承認如果想接觸這個群

體，就必須要用他們的方式來與他們交流。」

除牧會外，凱勒博士也以文字造就信徒，

他的近作Reason for God，出版後瞬間成為暢

銷書。我們將這位新講員引介給香港信徒，相信

能夠幫助信徒將神的話語落實人間，不單自己得

益，更能將信仰與生活結合，影響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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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讀以西結書
要明白以西結書，首先當然是要閱讀它，而且是開聲誦

讀。誦讀時要整段整段來讀，而且最好一口氣把它讀完。誦

讀經文的理由如下：

第一，希伯來文的那個「讀」字，是呼喊的意思；

第二，所有古代的經典，無論是猶太、印度或是別的，

都是為著給人誦讀而寫的；

第三，如果我們用的感官愈多，我們的印象也會愈深。

所以不要單單使用眼睛，也要同時使用口；

第四，可能是最為重要的，以西結書有很多引述的語

錄，你隨便打開任何一頁都可以看到：耶和華的話臨到我

說，接著就是他將所聽到的話語寫下來。

二、以西結及他的時代背景
以西結這名的意思是，願神加力。他的父親是布西（一

1），按中文聖經一章3節來看，布西是祭司，希伯來文卻說

第六屆明道聖經講座於

2008年10月24至27日舉行，

參加者反應熱烈，現摘錄講座

內容，以饗讀者。原本於星期

一舉行的以西結書新釋是為教

牧而設，但非教牧的參加者竟

然佔了七成，情況實在叫人興

奮。讀者欲重溫布洛克博士的

教導，可留意本社日後出版是

次講座的mp3；讀者欲加深認

識以西結書，可以報讀本社於

2009年1至3月舉行的九龍區及

新界區早上聖經精讀團契，詳

參第11頁。

以西結書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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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布西的兒子祭司以西結。我相信這裡應指以西結

本身是祭司。我們對於他的婚姻狀況不甚了解，妻

子在被擄期間（即587年的1月5日），突然死亡。

首三章記載以西結蒙召的經過。如果三十年

（一1）是指他三十歲的話，那麼後退到三十年

前，即主前623年，他剛出世，那是約西亞王統治

的中期。約西亞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王，在他

出世後的一兩年，猶大人還在重修聖殿，他們在聖

殿裡面發現了一卷律法書，約西亞因發現這卷律法

書，就更積極推行改革，而改革的高潮是，自從大

衛以來以色列人以最大規模慶祝逾越節，眾人都盼

望約西亞能夠恢復昔日大衛王朝的光輝。以西結周

圍的人甚至希望將這個改革推廣到北國，雖然那時

北國已經被亞述國傾覆。但在609年，約西亞在米

吉多一役中被殺，猶大國的希望也隨之幻滅。接著

的十一年有三王在位，聖經都評他們是行耶和華眼

中看為惡的事，結果猶大淪為埃及的藩邦。在605

年，尼布甲尼撒揮軍入境，將佔據猶大國的埃及軍

趕走，似乎當時他沒有攻陷耶路撒冷，但以理書卻

告訴我們知道，那一次巴比倫將但以理及他的三友

擄到巴比倫去，使猶大不得不向他屈服。猶大人沒

有真的效忠巴比倫王，在598年尼布甲尼撒王揮軍

重來，粉碎暴亂，將約雅斤帶到巴比倫。然後將西

底家擺上王位，以西結有許多話語指著西底家說

的；以西結並不喜歡西底家，就連稱他為王也不情

願。在598年尼布甲尼撒將貴胄和精英都擄了去，

其中包括以西結，他最後也死於巴比倫。

三、以西結的事奉
以西結起初事奉的時候，都是從家裡出發的，

很多時候是在家裡或者家門口做一些怪誕的事情，

例如不與妻子說話。他不說話，又赤裸裸地躺在

那裡，而且跑去挖村民的牆，妻子死時竟然目無

表情。這一切都是數之不盡的，有人說他是不正常

的，我也有這樣想過，但是從另外一方面看，他是

沒有一點不正常的，他其實完全受制於聖靈。事實

上當人被神的能力抓住時，他們的行徑是怪異的，

所以我們應該將他的怪異行徑歸因於神的工作。

四、以西結的蒙召
一章1至3節註明以西結蒙召的日期。以西結

事奉的特色是，他是唯一一位全段事奉都不在本土

的，我們知道約拿去過尼尼微，不過他沒有在那裡

居住。以西結從開始事奉以來就是留在巴比倫。

蒙召的經歷對於以西結是非常震驚的，因為我

們一向認為神是在耶路撒冷的殿中，與百姓同在，

但是以西結在迦巴魯的河邊，看到北面有暴風雲，

四圍有光輝，從其中的火發出好像光耀的精金（一

4）。事實上他竟然在巴比倫見到神，真的令他百

思不得其解。

要明白以西結所見的異象（一5∼28），不能

從二十一世紀的角度來理解。考古學的發現有助我

們明白他所見的異象。按最新的考古發現，當時的

猶太人在城外的河邊聚居。以西結和百姓一定看過

巴比倫的城門，當他們被擄一定會經過這裡，而城

牆上有公牛、獅子的雕像。以西結所見的異象有甚

麼呢？就是牛犢的蹄（一7），牛的臉孔，還有獅

子的臉（一10）。他所看到的是混合的像，即是身

體和肢體是不匹配的；其實亞述的城門也有類似組

合的像，放在那裡來坐陣，它的身體和腳是牛的，

但有鷹的翅膀，還有人頭。另一城牆上的雕像也是

混合的，有獅子頭／人頭，和牛頭，在底部還有鷹

頭。考古學發現當時的王座是用活物來支撐的，活

物包括有鷹翅膀的獵犬，及人頭獅身。考古學也發

現有神祇坐在車上，拖車的是獅頭鷹翅膀的活物，

有的活物則是後腳是鷹，前腳好像是獅子。

考古學又發現有文物滿身都有眼睛。因為巴比

倫人叫寶石作眼石，以西結看到全身是眼睛的像，

其實不是看到眼睛，他是用巴比倫人的辭彙來描述

這些寶石，而這些寶石全是顯示神的榮耀。這件文

物是支撐著平台，平台上面擺放著些甚麼東西呢？

當然是王座，以西結看到的就是這樣。考古學的發

現有助我們明白以西結的景象，神以當時人所明白

的言語與他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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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西結蒙召時所見異象的信息

1.  宣告上主的榮耀何等超越

整個異象都是在叫著榮耀，炫目的光，精金的

或是銅腳，輪上面的珠寶，如同水晶的台，藍寶石

的寶座，以及水蒼玉等，全部是表彰神的榮耀。

2. 表示神的聖潔超越一切

祂沒有聽見人呼喊聖哉、聖哉、聖哉，但是

整個的形象就已經是宣告這個特性。祂是徹底與眾

不同的。異邦神祇往往與凡間混在一起，甚至是根

本分不出來。但是上主高高在上，在寶座上面獨有

祂坐在那裡，那些活物雖然是支撐這個寶座，但是

它們本身絕對不是上主的一部分。上主是獨一無二

的，所以是超越一切的。

3. 宣告耶和華至高無上

異象裡有四活物、四輪。四活物是尊貴的，並

不是蛇蟲鼠蟻，而是鷹、公牛、獅子，牠們都是代

表王者。四輪表示車能夠朝著任何方向走動，包括

東南西北，上上下下，事實上連這些輪都是有生命

的；它們帶著神，讓神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是無往

不利的。

這車竟然出現在巴比倫，在人看來，這是巴比

倫神瑪爾杜克的地盤，但是瑪爾杜克無法阻止耶和

華，耶和華不但從天上到地上，也是從耶路撒冷去

到巴比倫。這事對於以西結的聽眾是極其重要的，

因為被擄的人一直質疑，為何耶和華不保護他們。

他們當時的信念是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守護神，兩

國爭戰勝敗不在乎兵力，而在乎他們的神，哪個的

神能力大就會戰勝。但是現在他們被擄到巴比倫，

豈不表示瑪爾杜克得勝？這個異象至少是對以西結

說，上主仍然坐在寶座上，瑪爾杜克並沒有打敗過

祂。

4.  宣告神與被擄的百姓同在

被擄的百姓以為神祇只可以在自己的地盤那

裡，離開了耶和華的地盤，你就會來不到耶和華的

面前。但是神竟然在巴比倫出現，就是宣告以馬內

利的信息：神與我們同在。

六、以西結蒙召時所見異象的應用
第一，任何人要承當聖職，必須清清楚楚看見

他事奉的是哪一位。當祭司是與眾不同的職事，是

蒙召去事奉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是滿有榮耀的。

因此，以西結得著提醒，在日光之下最高的召命就

是事奉神，在事奉遭遇水深火熱時，這個真理顯得

格外寶貴。

第二，蒙召事奉並不是蒙召去成功，而是蒙召

去順服。當別人的教會在增長，自己的教會卻一直

沒增長，也不知道是甚麼問題，我們總會很煩惱。

但請謹記，我們不是蒙召去成功，而是蒙召去順

服、去盡忠，結果是神的事，不是我們的事。以西

結事奉的結果，不是許多人回轉，以西結唯一可以

期望得到的成效，就是作見證他是真先知。

第三，蒙召承擔聖職的主會供應一切，在以西

結的情況就是神使得他的額頭很硬，硬到可以使得

他抵擋惡者的暗箭，全部都是射不進的。

七、以西結書的特色
以西結書的焦點不是以西結，而是他的信息，

而以西結書的特色有以下幾方面：

1. 以西結書是自傳式

全書都是以第一身來說話，參一章1節：當

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結（原文作我）在迦巴魯

河邊被擄的人中，再看六章1節：耶和華的話臨到

我說。其他先知例如耶利米，都是用第三身的，即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但是以西結時常用第一

身。這可能因為他不像耶利米有巴錄做文書，以西

結大概是親筆寫下自己的預言，甚至是自己收集，

然後再編輯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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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裡有不同信息，現從以西結書的福音

這角度分析。

一、餘民得到保存（五1∼3）

以西結書宣告神的審判，神吩咐以西結剃頭髮

和鬍鬚（五1∼3），然後將頭髮分成三份，三分之

一把它剁碎，三分之一把它燒了，三分之一撒在風

中，全部都是象徵猶大人的下場。三分之一戰死，

三分之一在城中燒死，三分之一四散。神吩咐以西

結：你要從其中取幾根包在衣襟裡（3節），如果

你看見他做這事，你不會知道他在做甚麼。不過我

們是明白的，並不是全部以色列人都會被滅絕，將

有餘剩的民得到保存。

以西結書

2. 以西結書是啟示式

以西結沒有向百姓講過甚麼話，只是有

耶和華向以西結說話。

3. 以西結書很關注日期

這書提到很多日期，例如八章1節：第

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這個日期非

常精確，即是592年9月18日。再看二十章1

節：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幾個長

老來求問耶和華，坐在我面前。這裡的預言

也是有日期的，全書註明日期的預言起碼有

十四個。

早前的先知著書沒有記下日期，後來

的先知如哈該、撒迦利亞卻學了以西結的做

法。為甚麼要寫下精確的日期呢？我的理論

認為，以西結當時面對假先知的挑戰，他清

清楚楚記錄每件事的日期，因為大部分他所

講的是預告，他先寫下得到啟示的日期，當

事情應驗了，人就知道他是真實的。第十三

章讓我們看到，假先知到處都是，呼喊著平

安、平安、平安！以西結指出這一班人，只

不過是在粉飾太平。

4. 以西結書很注重對稱

全書可分兩段，分別是第一至二十四

章，及第二十五至四十八章，各段都是

二十四章。又如以西結針對六個敵國發出

七個審判的神諭（二十五1∼二十八23），

及七篇針對埃及的審判神諭（二十九1∼

三十二32），兩段經文同是九十七節。以西

結論及歌革（三十八∼三十九章），也是分

成兩部分，而這兩章的希伯來字，第三十八

章有365個字，第三十九章有357個字，兩

章幾乎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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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裡有不同信息，現從以西結書的福音

這角度分析。

一、餘民得到保存（五1∼3）

以西結書宣告神的審判，神吩咐以西結剃頭髮

和鬍鬚（五1∼3），然後將頭髮分成三份，三分之

一把它剁碎，三分之一把它燒了，三分之一撒在風

中，全部都是象徵猶大人的下場。三分之一戰死，

三分之一在城中燒死，三分之一四散。神吩咐以西

結：你要從其中取幾根包在衣襟裡（3節），如果

你看見他做這事，你不會知道他在做甚麼。不過我

們是明白的，並不是全部以色列人都會被滅絕，將

有餘剩的民得到保存。

以西結書

2. 以西結書是啟示式

以西結沒有向百姓講過甚麼話，只是有

耶和華向以西結說話。

3. 以西結書很關注日期

這書提到很多日期，例如八章1節：第

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這個日期非

常精確，即是592年9月18日。再看二十章1

節：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幾個長

老來求問耶和華，坐在我面前。這裡的預言

也是有日期的，全書註明日期的預言起碼有

十四個。

早前的先知著書沒有記下日期，後來

的先知如哈該、撒迦利亞卻學了以西結的做

法。為甚麼要寫下精確的日期呢？我的理論

認為，以西結當時面對假先知的挑戰，他清

清楚楚記錄每件事的日期，因為大部分他所

講的是預告，他先寫下得到啟示的日期，當

事情應驗了，人就知道他是真實的。第十三

章讓我們看到，假先知到處都是，呼喊著平

安、平安、平安！以西結指出這一班人，只

不過是在粉飾太平。

4. 以西結書很注重對稱

全書可分兩段，分別是第一至二十四

章，及第二十五至四十八章，各段都是

二十四章。又如以西結針對六個敵國發出

七個審判的神諭（二十五1∼二十八23），

及七篇針對埃及的審判神諭（二十九1∼

三十二32），兩段經文同是九十七節。以西

結論及歌革（三十八∼三十九章），也是分

成兩部分，而這兩章的希伯來字，第三十八

章有365個字，第三十九章有357個字，兩

章幾乎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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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許賜下新心（十一14∼21）

第五章記載神吩咐以西結剃頭髮和鬍鬚，表示

耶路撒冷被擄的人從城中被取出去，實際上是為要

保存他們。被擄是審判，但刑罰裡仍有恩典。神在

第十一章指出祂會在萬民中招聚他們，除掉他們的

石心，賜他們肉心（十一14∼19）。

我對於幹細胞的移植沒有甚麼認識，不過我

有一個學生的妻子，現正接受這種手術。醫生從

她的身體裡面拿出一些細胞來培殖，最後再放進體

內，希望這些細胞在體內再長起來，這是很稀奇的

科技，不過那個觀念並不新鮮，神在很久前已經想

過。祂將以色列人帶出來，為了要保存他們，你看

到那個諷刺嗎？

三、保存大衛的後裔（十七1∼24）

第十七章講到大衛的族系，結構如下：

A 香柏樹梢的謎語（2∼6節）

B 葡萄樹的謎語（7∼10節）

B' 解釋葡萄樹的謎語（11∼21節）

A' 解釋香柏樹梢的謎語（22∼24節）

這章的謎語很精彩。大鷹將香柏樹梢拿走，

到底枝子是甚麼？經文沒有說清楚，其實是指約

雅斤。在598年他接續約雅敬作王，只不過有三個

月；他登基後就反叛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就派

兵將約雅斤擄到巴比倫去，然後安排西底家代替他

作王。

約雅斤在巴比倫時怎樣？他竟然活下來，而且

與王同席（王下二十五27∼30）。事實上聖經以

外一些泥版也證明這事，它們記載在尼布甲尼撒宮

殿裡，有哪些人得到俸祿，名單裡有約雅斤。而巴

比倫的文獻也見證他是特別蒙尼布甲尼撒寵幸的，

這是多麼的奇妙。在家鄉裡，大衛的家族可能全部

已經喪命，但在巴比倫竟然有約雅斤碩果僅存，

還與王同席。在539年後，以色列人回歸，誰成為

當地的省長呢？是所羅巴伯，他也是大衛家族的成

員，所以那棵樹並沒有砍掉。神保守祂的應許，要

帶領大衛回來，所以他被擄到去巴比倫，好像在那

裡進入冰箱，神保存了他。

四、恢復的神諭（三十四∼四十八章）

第三十四至四十八章，繼續詳述福音的內容，

屬恢復的神諭。

A. 恢復耶和華的身分，作以色列的牧者

（三十四1∼31）

B 恢復耶和華的地土（三十五1∼三十六

15）

以西結書 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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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恢復耶和華的榮譽（三十六16∼38）

D. 恢復耶和華的子民（三十七1∼14）

E. 恢復耶和華的聖約（三十七15∼28）

F 恢復耶和華至高無上的地位（三十八1∼

三十九29）

G. 恢復耶和華與祂子民同在（四十1∼四十六

24）

H. 恢復耶和華與地土同在（四十七1∼四十八

35）

因篇幅所限，現只選釋部分經文。第三十四

章是論及牧職的篇章，主耶和華要消除那些惡的牧

人，並必親自作牧人，帶領他們回家，又帶領他們

到豐富的草場，然後差派祂的僕人大衛作牧者。

大衛會回來，當然不是歷史人物大衛復活。新約來

到，就表明耶穌基督是大衛的後裔，又是彌賽亞

（23∼24節）。

這篇論及牧職的經文，最能夠啟發我們的是，

羊並不是為牧人而存在。以羊肥己的是盜賊，他

們為私利，為私見來剝削別人。作一家之主都是同

理，我們不是要利用家人來服事我們。

第三十六章論及恢復上主的榮譽。三十六章

26節論及賜新心；其實換心手術神已經做了好幾千

年，以西結也老早就說過心臟移植，拿走你裡面的

石心，然後放肉心進去，以至你愛神遵行祂的道。

三十六章31∼32節：那時，你們必追想你們

的惡行和你們不善的作為，就因你們的罪孽和可憎

的事厭惡自己。主耶和華說：你們要知道，我這樣

行不是為你們。以色列家啊，當為自己的行為抱

愧蒙羞。即使以色列家得到重建，並不是他們應得

的，他們所得的全然出自神的恩典。

第三十七章論及枯骨復生。以西結看到整個山

谷填滿了骨頭，而且是枯乾的，表示它們暴露了很

長時間。人骨應該在墳墓裡，為何會暴露出來？按

申命記第二十八章記載，以色列人持續行惡，列國

就會擊敗他們，他們的屍首會被禿鷹所吃，骨頭就

會暴露在田野裡。這表示整個國家受神咒詛，是完

全絕望的。

神吩咐以西結：「你要發預言對他們說，主

耶和華如此說：『我的民哪，我必開你們的墳墓，

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我的

民哪，我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你

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12∼13節）我的民

哪，我開你們的墳墓，這是很特別的。第14節：

「我必將我的靈放在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我

將你們安置在本地，你們就知道我耶和華如此說，

也如此成就了。這是耶和華說的。」這話保證神在

古時所應許的一樣有效。總而言之，主叫以西結向

這些枯骨說預言，枯骨聚在一起，最後就活過來，

成為了大軍，以色列復興了，咒詛消除了。

神在第15節又吩咐以西結要拿兩根木杖，將

它們放在一起，一根代表猶大國，一根代表北國以

色列，兩杖要接成一國，耶和華僕人大衛要統治他

們，他們要遵行神的律例，他們要作神的百姓。耶

和華要作他們的神，整個以色列家，不只是大衛

家，或是大衛的支派猶大，而是全以色列，是全國

復興。不但在物質層面，就連屬靈層面也這樣，他

們要遵行神的道，耶和華要成為他們的神，他們要

作祂的百姓。

不過，今天的以色列是怎樣的？在政治上她已

經復國，但是這不是以西結看見的異象。現在的以

色列並不是以西結心目中所見的樣子，因為靈性上

的那些實質，根本沒有體現過，以西結異象中所看

到的是整全的復興。所以我們要等待真實的應驗，

並不是假裝的應驗，我們要為他們禱告，以至他們

能夠確認耶穌基督是大衛的後裔，他們真的要經歷

神為他們換心。我們祈求這一天早日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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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承蒙神的恩典，得到不同義工相助，他們有的抽空到

辦事處整理文件、輸入資料、對外聯絡；有的預查本社編寫的

查經資料，提升出版的素質；有的在家中協助謄錄課程，配合

本社的發展；有的⋯⋯。他們的參與形形色色、各有不同，他

們的付出同是值得本社衷心感激的！

以下的肢體長期擔任義工，在此特別誌謝，願神記念他們

的辛勞和付出：劉淑珍、馮蕙芳、魏凱欣、李秀蘭、李玉華、

余詠卿等。

衷心誌謝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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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研經叢書

詩篇（一∼二十篇）─
　　稱頌顧念人的神
作者：鄺炳釗

頁數：520頁

售價：HK$130

學者推薦

謝慧兒博士：鄺博士秉承一向

嚴謹、細膩的釋經作風以外，更獨

樹一幟，結合了形式鑑別學（form criticism）和正典鑑

別學（canonical criticism）兩個研究舊約的方法，藉以

剖析每篇詩的信息，是目前坊間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

如此研究的中文詩篇註釋。

黃儀章博士：鄺博士的書毋須推介，也沒有人夠分

量為他的著作推介。華人教會早已對鄺博士的著作充滿

信心和期盼。他這本新作確實是給華人教會很寶貴的禮

物，必能幫助弟兄姊妹對詩篇有更深的認識和更適切的

應用。

作者簡介

鄺炳釗博士曾獲香港建道神學院神學士、美國歌頓

大學文學士、英國倫敦大學法律學士、香港大學法律深

造文憑、美國惠敦大學文學碩士、美國布蘭戴斯大學哲

學博士（主修古代近東文化），也曾為美國丹佛神學院

教牧博士候選人（主修婚姻及家庭輔導）及美國基督徒

輔導員協會會員。

文字工作方面，鄺博士撰寫的書籍超過八千多頁，

包括「明道研經叢書」的《創世記（卷上）》、「天道

聖經註釋」的《創世記》（卷一至卷五）和《但以理

書》，及「豐盛生命系列」（五本）、「聖經結合生活

叢書」（兩本），「生命關懷系列」（三十本小冊子及

光碟）、「認識信仰系列」（七本）。他也是《聖經串

珠註釋本》和《聖經綜覽》的〈詩篇〉的作者。

聖經精讀叢書

創世記（上）─
　　從創造到揀選
作者：謝挺

頁數：216頁

售價：HK$85

重點推介

《創世記──從創造到揀選》的特色是集各家

所長。作者結合創世記的文學、古近東文化，以及創

世記對我們現今的應用，幫助讀者對創世記，特別是

創世記所啟示的神，和神與人之間的關係，有嶄新的

認識和應用。坊間對聖經書卷的研究，很容易陷入極

端，就是學者強調學術鑽研，結果只能給少數學者和

神學生使用，卻對教會和信徒生活沒有太大的影響和

幫助。另一個極端是把聖經簡化，只是限於故事的情

節，忽略其背景和神學觀。兩種極端都缺乏應用價

值，沒有適當把每一段經文，帶進現今信徒和教會的

生活中。

這書的貢獻是幫助讀者既得經義，又得信息；既

見樹木，又見森林；既得知識，又得餵養，讀一書等

於讀十書。

作者簡介

謝挺博士生於北京，在香港長大，於1989年赴

美留學，主修工商管理，在美信主、蒙召，先後於金

門浸信會神學院（Golden Gate Baptist Theologoical 

Seminary）獲取道學碩士，達拉斯神學院（Dal las 

Theological Seminary）獲取神學碩士，福樂神學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獲取哲學博士，主修

舊約。

謝博士精通多種語言，現任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舊約研究助理教授，

與丈夫孫毅牧師一同牧養英語事工，育有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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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A研習本

風塵神僕
　─從馬可福音看作主門徒
作者：黎永明　曾培銘

頁數：100頁

售價：HK$32

內容介紹

福音書是許多信徒愛讀，

但又經常誤讀的書卷。因為華

人信徒受四福音合參影響，許多

時會把福音書相關經文一併解

讀，以致錯過或誤解某段經文在所屬福音書本身的

意義。

《風塵神僕──從馬可福音看作主門徒》運用

歸納式研經法編寫，把馬可福音本身的信息呈現出

來，以免張冠李戴。讀者使用這書，潛而默化，也

能將這技巧應用在其他福音書，發掘不同經文在所

屬福音書的特有意義。

作者簡介 

黎永明

．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主修聖經研究）

．現任明道社總幹事

曾培銘

．明道社聖經教導事工主任

士師風雲
　─如何克勝個人主義（修訂版）
作者：黎永明

頁數：108頁

售價：HK$32

內容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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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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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出埃記的內容讓人明白救贖及真自由的真義，這是徐牧

師一向研究的重點，所以他寫的《人出路─出埃及記主題靈

修》，極能幫助讀者深入認識這書卷的教導。徐牧師的新作體

積不大，分量卻極重，不容錯過。

作者簡介

徐濟時牧師︰美國New College 

Berkeley神學研究碩士及加拿大皇

后大學神學碩士，曾在北美港澳牧

會，兼任建道神學院、香港浸信會

神學院客席講師。熱衷聖經及倫理

研究，常在報刊發表社論。現為傳

道寫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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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奉獻 43,262.00 

銷售 36,470.50 

其他 44,444.85 

總收入 124,177.35 

總支出 534,992.87 

8-9月不敷 (410,815.52)

香港聖經精讀團契

晚上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詩篇卷一精研

　鄺炳釗博士

6/1-17/3（週二）

放假27/1、24/2
9 7:30-9:30

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香港北角城巿花園4座1樓（港鐵

炮台山站B出口，，城市花園斜

對面）

風塵神僕— 

　馬可福音精研

　黃浩儀博士

13/1-17/3（週二）

放假27/1、24/2
8 7:30-9:30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九龍尖沙咀寶勒巷25號

（港鐵尖沙咀站D出口）

14/1-18/3（週三）

放假28/1、25/2
8 7:30-9:30

播道會港福堂教育樓

香港金鐘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

心2字樓（港鐵金鐘站B出口）

早上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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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3/3（週五）

放假30/1、27/2
8 10:00-12:00

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香港北角城巿花園4座1樓（港鐵

炮台山站B出口，城市花園斜對

面）

從創世記一至十一章看 

　神喜悅的生命

　雷小龍先生

10/1-14/3（週六）

放假24/1、21/2
8 10:00-12:00

宣道會大埔堂

新界大埔墟廣福道70-78號寶康

大廈3字樓

海角天涯創新機（上）— 

　以西結書一至二十四章精研

　莫鉅智先生

13/1-24/3（週二）

放假27/1、3/3
8 10:00-12:00

九龍塘宣道會

九龍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

15/1-26/3（週四）

放假29/1、5/3
9 9:45-11:45

第一城浸信會

新界沙田小瀝源源順圍28號都會

廣場306室

作個神喜悅的「教會人」— 

　以弗所書精研

　曾繁凱先生

17/1-14/3（週六）

放假24/1
8 9:45-11:45

宣道會屯門堂

新界屯門景峰花園商場1B 

（輕鐵景峰站）

財

政

報

告2008年8至9月

1. 感謝神！香港辦事處現獲六十多間教

會邀請於2009年主領主日或週六崇

拜，幫助信徒明道和行道。

2. 感謝神！香港辦事處於11至12月獲邀

到以下十間教會主領崇拜聚會，鼓勵

信徒勤讀聖經，建立靈命：將軍澳基

督教錫安堂、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堂、

順天浸信會深水埗堂、基督教樂道會

沙田堂、中華宣道會耀頌堂、中華傳

道會恩光堂、聖公會聖士提反堂、竹

園區神召會榮恩堂、基督教宣道會大

埔堂、香港伯特利教會慈愛堂。

3. 感謝神！有三位明道研經叢書的作者

將於2009年交稿，求神加力給他們，

使他們的大作早日出版，造就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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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道訓練班

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從尼希米記看 

　如何建立使命教會

　陳耀鵬博士

3-24/2（週二） 4 7:30-9:30
深水埗崇真堂

九龍深水埗大埔道58號

從腓立比書看 

　信徒如何健康成長

　郭文池博士

5-26/3（週四） 4 7:30-9:30
九龍城浸信會

九龍九龍城亞皆老街206號

香港明道訓練班

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詩篇新讀

　鄺炳釗博士

8/1-5/2（週四）

放假29/1
4 7:30-9:30

九龍塘宣道會

九龍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

從箴言書看 

　基督徒應有的生活智慧

　黃儀章博士

11/2-11/3（週三）

放假4/3
4 7:30-9:30

筲箕灣浸信會

香港筲箕灣西灣河街175-181號

風雲時代（上）—

　研讀撒母耳記上

　佘慶基博士

3-24/3（週二） 4 7:30-9:30
九龍城基督徒會

九龍九龍城龍崗道40號

風雲時代—

　研讀撒母耳記上及下

　佘慶基博士

4/2-25/3（週三） 8 7:45-9:45

中華宣道會恩友堂

新界屯門石排頭路17號馬錦明

慈善基金馬可賓紀念中學內

（輕鐵蔡爾橋站）

試看人生—

　研讀傳道書

　謝慧兒博士

6-27/3（週五） 4 7:30-9:15

鰂魚涌浸信會

香港北角七姊妹道180號第一期

地下D舖

（港鐵鰂魚涌站C出口）

強權帝國下的見證—

　研讀但以理書

　曾培銘先生

19/3-9/4（四） 4 7:45-9:45

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新界上水龍琛路30號Ａ

（港鐵上水站）

香港查經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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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2/3（週四）

放假29/1
8 7:30-9:15

信義會天恩堂

新界葵涌葵盛圍364號

（港鐵葵興站D出口）

3/2-31/3（週二）

放假3/3
8 7:45-9:30

宣道會美門堂

新界屯門屯利街新都大廈二樓

商場201-2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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