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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林肯誕辰200周年，也是林肯總統

宣布廢除黑奴制度近150年。奧巴馬當選美國

總統，可說是美國歷史的大事，因為他是美國

第一位黑人總統。報章稱奧巴馬的就職典禮

處處顯示「林肯元素」，即他將自己塑造成林

肯。這些元素包括：

‧ 林肯於1861年乘火車前往華盛頓上
任，奧巴馬也按林肯昔日的行程，乘火
車前往華盛頓上任。

‧ 奧巴馬用林肯總統所用的《聖經》來宣
誓，表示堅守和捍衛美國憲法。

‧ 奧巴馬就職典禮的官方主題是「自由的
新生」，這主題來自林肯1863年美國
內戰期間的著名演講。

‧ 奧巴馬在林肯紀念堂前宣誓就職。

‧ 就職午餐會的菜餚都是按林肯口味，包
括海鮮鍋、鴨胸、布丁等。

‧ 就職午餐會的餐具使用林肯夫人曾選用
的陶瓷品的複製品。

‧ 奧巴馬的巡遊路線也按林肯的足跡。他
選擇在的賓夕法尼亞大道和4街開始，
這裡附近有林肯1862年赦免黑人奴隸
的舊華盛頓特區市政府建築。建築前面

樹立著林肯總統的銅像。奧巴馬在這裡
走下專車和市民打招呼。奧巴馬第二次
下車和市民打招呼的10街也與林肯關
係密切，從這賓夕法尼亞大道向10街
望去，可以看到1865年4月林肯遇襲的
福特劇場。該劇場對面就是林肯遇襲後
被護送到的彼德森小屋，林肯當時在這
裡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時刻。

奧巴馬採用「林肯元素」，使人覺得他是

林肯再現，或再世林肯，或新林肯。究竟這有

甚麼寓意？這現象可以有不同看法：

‧ 林肯被譽為美國歷史上最受歡迎的總
統，奧巴馬也希望成為另一位極受歡迎
的總統。

‧ 林肯宣布廢除黑奴制度，現在奧巴馬登
上全國最高領導的位置，成全了林肯的
主張。

其實，奧巴馬這種表達手法，並不新鮮，

因為很多文學作品，甚至聖經也有相似的表達

手法：人物塑造（characterization）。眾所周

知，歷史上的救主耶穌只有一位，記載耶穌生

平的福音書卻有四本。自教父時代，已有教父

主張馬太筆下的耶穌是君王，馬可筆下的耶穌

是僕人，路加筆下的耶穌是人子，約翰筆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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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是神子。為何耶穌在不同福音書的作者要把

耶穌塑造成有不同形象？簡言之，作者如何塑造

人物，是要配合他的信息。

觀察經文

本文試從約翰福音看看作者如何將耶穌塑造

成另一個形象：新摩西（以下的經文取自《聖經

新譯本》）。

1.  直接將摩西和耶穌比較─作者的結論是
耶穌比摩西更優勝、超越（一17）。這
結論是非常直接的，也為下文預先下了結
論。

2. 用字使人想起摩西─「住在」（一14）
一詞可譯作「會幕」（出二十五8~9），
這是神吩咐摩西豎立的工作；「滿有恩典
和真理」（一14）是昔日耶和華對摩西的
自我宣告（出三十四6）。 

3. 將耶穌描繪為「那位先知」，即昔日神對
摩西說的那一位（申十八18），例如：

腓力找到拿但業，告訴他：「摩西在律
法書上所寫的......我們也已經遇見了，他
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約
一45）

眾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這
真是那要到世上來的先知。（約六14）

群衆中有人聽了這些話，就說：「這真
是『那位先知』!」（約七40）

所以耶穌說：「你們舉起了人子以後，
必定知道我就是『那一位』」（約八
28a）

而且約翰福音十二章48至50節刻意表明兩件

事：第一，耶穌將神交託祂的話全告訴給群眾；

第二，不聽從耶穌的話的後果。這些內容跟申命

記十八章18至19節遙遙呼應，作者將耶穌跟那位

先知（新摩西）相提並論，使人知道耶穌跟那位

先知是一樣的。

我要從他們的兄弟中間，給他們興起一
位先知，像你一樣；我要把我的話放在
他口裡，他必把我吩咐他們的一切話都
對他們說。如果有人不聽從他奉我的名
所說的話，我必親自追討那人的罪。
（申十八18~19）

棄絕我又不接受我的話的人，自有審判
他的。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定他的罪。
因為我沒有憑著自己說話，而是差我來
的父給了我命令，要我說甚麽，講甚
麽。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
我所講的，正是父吩咐我要我講的。
（約十二48~50）

摩要說過他所作的不是出於自己，而是奉神

差遣：「我作這一切事，是耶和華派我作的，

並不是出於我自己的心意」（民十六28），耶

穌也說祂的話不是出於自己，而是神所賜的：

耶穌說：「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
而是出於那差我來的。人若願意遵行神
的旨意，就會知道這教訓是出於神，
還是我憑著自己的意思說的。（約七
16~17）

我不憑著自己作甚麽事；我說的這些
話，是照著父所教導我的」。（八
28b）

我對你們說的話，不是憑著自己說的，
而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
（十四10b）

因為你賜給我的話，我已經給了他們。
（十七8）

解釋經文

約翰福音為何要把耶穌塑造成新摩西？作者

是要讀者在摩西和耶穌之間選擇其一。耶穌治好

生來瞎眼的人後，引起一場論，約翰福音的作者

刻意記載他們的辯論（特別是九26~33），目的

是要讀者作出選擇。因為讀者裡很可能有一批是

猶太人，他們正要面臨信仰的抉擇，這情況與希

伯來書的情況相似。

換言之，約翰福音的作者擘頭指出耶穌比

摩西優勝、超越，跟著指出耶穌是新摩西，並要

求讀者選擇作摩西的門徒，抑或耶穌的門徒（九

28）。

應用經文

人生充滿抉擇，有的抉擇即使做錯了，也不

會有太大影響，有的卻影響深遠，例如擇偶。

在信仰方面，我們的抉擇也是影響深遠的。

昔日的猶太人要改信耶穌，會被趕出會堂（九

22），遭受很多損失；今天有些異教徒改信基督

教也會遭受很多損失，甚至有生命的危險。

約翰福音的作者幫助讀者明白耶穌的身分

和工作（一1~18），以及祂如何比猶太教的禮

儀、制度更優勝，藉此幫助他們作出抉擇。今天

你要在信仰方面作抉擇，你會以甚麼作依據？眼

前利益、群眾壓力、個人榮辱，抑或是你對耶穌

基督身分和工作的認識？

保羅說以認識耶穌基督為至寶，為祂掉棄萬

事，看作糞土，正是信徒的楷模。

讀者感興趣閱讀更多研經文章，歡迎瀏覽本社網頁
http://www.mingdaopress.org/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p?Cid=274&Pid=62&Version=0&Charset=big5_hkscs&pag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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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

破解
以色列人
虛假的信仰

以西結如何

主講： 布洛克博士

 (D. I. Block)

整理： 許沛恩

本文摘錄自 

第六屆 

明道聖經講座

以西結的聽眾
以西結先知有兩種聽眾：他曾對列國發預言，包括埃及、歌革、亞捫等，

但以西結先知從來沒有到過那些地方，因此這些話表面上是針對列國，但實際

的聽眾是他的同胞。

這些聽眾的真正面貌是怎樣的呢？他們是被擄到巴比倫的一群，但其生活

條件可能不錯。波斯古列王在公元前538年頒布諭令，准許以色列人回歸，結

果有四萬五千人回歸，但留在原地的人也不少，而且過著宗教混合的生活。尼

布甲尼撒王允許他們聚居及自治，有可能是因為但以理的影響力。

虛假的信仰支柱
以色列人根據神給他們的四個應許，來與祂建立關係：

第一，神應許了將迦南之地作為亞伯拉罕、雅各的子孫永遠的產業。

第二，神與以色列百姓立了永遠的約，永不離棄祂的子民。

第三，神揀選了耶路撒冷作為自己永遠的居所，祂必看守這居所，只要一

日聖殿存在，他們就十分穩妥。

第四，按神與大衛所立的約，以色列的王權永遠屬於大衛和他的後裔，不

會斷絕。

然而他們忘了有權利也就有義務，他們抓住神的應

許，卻沒有履行作為神子民的職分。公元前586年，尼布

甲尼撒王圍困這城，百姓仍以為這座城是攻不破的。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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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軍衝破城牆，大肆侵略殺害，最後連聖殿也完

全燒毀。甚至大衛的後裔西底加王也被抓，當著

他面前將他的眾子殺死，然後剜出眼睛，帶到巴

比倫。所有的應許全都落空了！

因此以西結所面對的聽眾，是十分苦毒，又

對神深懷怨憤。他們深深質疑「我們需要神的時

候祂在哪裡？為甚麼不挺身保護我們？為甚麼祂

不信守承諾，縱容這些仇敵進入應許之地，容許

他們毀壞聖殿，中斷大衛的王朝？」在這些人中

間，唯有但以理的態度，跟他們截然不同。

針對有關聖殿的錯誤信仰
以西結書的信息，是要拆毀以色列人虛假

的信仰支柱。第三至二十四章是拆毀的宣告，第

三十三章之後就是重建的宣告。以西結用了很多

富創意的表達方式，來傳述神給他的信息。

在第八至十一章，神在異象中將以西結從巴

比倫帶回耶路撒冷的聖殿。讓他看見當中各種可

憎厭的事情，包括以色列人在幽暗的房間裡，敬

拜可憎的爬物；周圍牆上雕刻了各種偶像，七十

位以色列家的長老，竟站立在這些偶像前，一起

燒香。他們各拜自己的偶像，因為他們說耶和華

是看不到的、或保不住他們；祂已經不在這塊地

上了，於是他們轉向別神，甚麼都拜。

不幸的是他們竟「一語成籤」，因為在這異

象出現之後，神真的離開那塊土地。以西結書九

至十一章，記述神的榮光怎樣逐漸離開那地！第

九章記述耶和華的榮耀離開至聖所；第十章記載

祂的榮光由基路伯載著，離開聖殿；第十一章記

這榮光越過橄欖山，往東而去。

這是很重要的隱喻。古代敵人入侵城市，

首先會攻擊城中的神廟，因那兒往往是最輝煌、

最華麗的地方，入侵者必定第一時間去刮走其中

的金子。神廟又是該地神明的大本營，敵人會直

搗黃龍，把那兒的神像扔走、打碎，或擄回自己

的國家，表明那神不能再保護這地方。但在九

至十一章的異象裡，清楚顯示沒有人將耶和華神

拉出去，而是祂按自己的旨意、在自己預定的時

候，為自己的原因而離開！

當祂走了之後，就將劍遞給尼布甲尼撒─

他能夠攻陷耶路撒冷，並不等於神無能，而是因

為人的罪，敬拜虛假的偶像。以色列人所背棄的

主，最後成了他們的敵人。因此，落在永生神的

手中，比落在尼布甲尼撒手中更為可怕！

針對有關聖城的錯誤信仰
第十一章又記述了以西結與百姓的辯論。

在第3節，百姓引用了當時的一句成語：「城是

鍋，我們是肉。」這句話的意思是，城就像當時

的鍋─在沒有冰箱的年代，食物存放在鍋中，

作用就像放在冰箱裡，不會變壞或被偷，十分穩

妥。以色列人以此自比，認為即使城被燒毀，在

裡面也可以完好無缺。這也是他們另一個虛假的

信仰觀：神答應過保護耶路撒冷，因此這城永遠

不會被攻破，他們在城內必然安全、穩妥。

但是神駁斥這看法，第5至8節：「..... .以色

列家啊，你們口中所說的，心裡所想的，我都

知道。你們在這城中殺人增多，使被殺的人充

滿街道。.. . . . .你們殺在城中的人就是肉，這城

就是鍋；你們卻要從其中被帶出去。你們怕刀

劍，我必使刀劍臨到你們。」神扭轉了他們的

比喻：這個城確是鍋，裡面真的有肉，就是他們

這百姓，然而他們要成為受害者！因為在申命

記第二十八章早已陳明，他們進駐迦南地以後，

若像迦南人一樣生活，也會遭遇迦南人同樣的命

運，耶路撒冷城也不能保護他們。

以 西 結 如 何 破 解 以 色 列 人 虛 假 的 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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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神是不公平的
然而，以色列有人反駁。十八章2節神對以

西結說：「人子啊！你是否聽到百姓也是這樣說

的：『父親吃了酸葡萄，兒子的牙酸倒了』」這

是他們另一句成語，表示他們感到自己是無辜受

牽連的：父輩的罪連累了我們，要父債子還，很

不公平！然而，出埃及記第二十章記載十誡的第

一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因

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

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這誡

命原本是講給一家之主聽，提醒他一言一行，都

會影響到自己的子孫。（古時以色列人的社會，

很可能三、四代同堂，家主若拜偶像，就會株連

全家。）但以西結時代的人，卻抓住這句話來向

神抗議，認為子孫受到父輩連累，很不公平。他

們的神學是扭曲了的，所以以西結很有系統地破

除這種錯誤的神學。

以西結的反駁記在十八章3至18節。第4節

說：「看哪，世人都是屬我的；為父的怎樣

屬我，為子的也照樣屬我；犯罪的，他必死

亡。」以西結像個出色的律師，按照以色列的

司法制度，給出三個論證（或證據），三個證人

（或物證），來確立他的論點：一個人如果是公

義，而且行正直和合理的事情，就一定不會死。

因此，義人的兒子若行邪惡的事，不照著父親的

榜樣去做，倒欺壓窮人，搶劫別人、拜偶像、

放高利貸，這樣的人會活著嗎？公義和正直是不

可以「遺傳」、不可以「隔代轉賬」的。相反，

惡人的兒子看到父親所作的一切罪行，不敢照著

做，又不再欺壓別人，反而賙濟窮人，按神的典

章去生活，這樣，父親雖然邪惡，但兒子仍會活

著。以西結極力向以色列人陳明，他們並不是無

辜的，他們的命運與本身的罪惡有關，不是因別

人犯罪而連累他們。

人必須為自己的言行負責
人必須為自己的言行負責。這神學原則，

對於今日的世代，仍然十分重要。美國人經常有

一句話，說：「一人會變成怎樣，都是社會造成

的」。所以每當你向心理學家、精神病理學家求

助，他們定會詢問你的父母、兄姊是怎樣為人；

想要解釋你之所以弄成這副樣子，跟你自己無

關。

雖然人總可以為自己的問題，找到開脫的

理由，但是以西結書告訴我們，人必須獨自面對

神，凡犯罪的，必要為自己的罪行負責。這也是

先知要帶給被擄之民，以及今日後現代世界的信

息！

綜觀以西結書，先知領受了從神而來的信

息，在被擄子民中間，是要竭力幫助他們糾正信

仰上的錯誤觀念，釐清他們心中對神及祂的律法

的懷疑、困惑，讓他們能重新鞏固與神立約的關

係。

以 西 結 如 何 破 解 以 色 列 人 虛 假 的 信 仰



6 明道通訊 第20期

耶和華
引言

以西結書以在異域展現的榮耀為開始，並

以返回聖殿的榮耀為結束。從某方面來說，以西

結藉著預言的信息，成為耶和華榮耀的管道與中

介。耶和華使他成為無所不在的敘事者，他在異

域、聖殿與新聖殿中，都親見耶和華的榮耀。因

此接受信息的讀者，能夠藉著以西結來體驗耶

和華的榮耀。這個榮耀敘事也是聖殿約櫃究竟下

落何處的答案。飛翔的約櫃曾經在異域的天空展

現神的榮耀，現在這個完全的榮耀返回聖殿。因

此，舊的約櫃沒必要再存在。在下文，我們將看

見祭司所經歷的新約櫃：耶和華完全的榮耀！

I. 返回

從神的榮耀在異域顯現來看，這段經文尤

其重要。塔爾（Steven S. Tuell）在他的論文，

強調神的榮耀離開，不是耶路撒冷遭毀滅的後

果，「而是使毀滅發生的必要先決條件。」這項

觀察非常重要，因為外邦人並沒有擊敗耶和華，

而是耶和華厭惡整個情勢，所以自願放逐。換言

之，耶和華寧願與被擄之民同在，而不願留在聖

殿中。那麼，耶和華如今返回的原因何在呢？耶

和華返回因為時間與情況皆相宜。就像出埃及記

四十章34至38節一樣，因為神的認可，聖殿終

於充滿了神的榮耀。被玷污的聖殿藉著毀滅與重

建，再次得到潔淨。因此，以西結向讀者發出有

關神同在的強烈信息。顯然神絲毫不受聖殿的限

制，祂可以隨意選擇與祂的子民同住以表彰祂的

恩典。然而，祂的子民必須承認耶和華的話語。

四十三章2節顯示，神的榮耀以擬人化的聲音出

現。神的榮耀或神的同在就是聲音。神的子民必

須仔細聆聽神的聲音。神的同在其實就是神認可

的記號。尤其當人民屢次故犯神的律法時，神更

不願意與祂所憎惡的同在。

我們也必須了解以西結的觀點，因為他的

觀點與耶和華的觀點一樣重要。布洛克（Daniel 

I . Block）如此評論：「榮耀的顯現將以西結再

帶回他首次看見耶和華榮耀顯現的經歷中（一

4~28）。雖然天上的戰車與伴隨的基路伯在較

早的記錄舉足輕重，但這段經文的焦點是榮耀本

身。」以西結藉異象歸回，象徵被擄之民歸回。

由第一章的起始異象，我們看見出現在異域的神

榮耀為被擄之民帶出了歸回的盼望。現在完全的

榮耀即將返回聖殿，正象徵了耶和華賜予子民的

極大盼望。以西結直接經歷這個盼望，因此他在

被擄的階層中高居首位。以西結書奇特的開始，

終於在這個異象中得到解釋：神永遠不會離棄祂

的子民。

這個異象甚具神學的邏輯。無論耶和華的

子民何在，祂必與他們同在。既然耶和華子民

的被擄已經結束，那麼耶和華自願放逐也隨之

結束。這誠然是大好消息。根據四十三章1至2

節，耶和華經由東門返回聖殿。為了一些宗教

的原因，東門總是視為優先，這項觀察值得強

調。在八章16節，我們看見東門成為拜日頭的

地方。在十章19b節，我們看見厭惡聖殿的耶和

華，帶著祂的榮耀由東門離開。如今榮耀返回。

這有甚麼涵義呢？第一，不論是亞述及巴比倫

的太陽神申馬什（Shemash）或埃及的太陽神

臘（Re），東門的地點肯定了耶和華超越太陽

神。耶和華是超越眾神明的獨一神。祂是坐在基

路伯之上的至高者，現在祂完全的榮耀即將返回

聖殿。因此，祂獨自為土地提供繁殖力（四十七

章），祂的能量遠比太陽來得更為有效。第二，

耶和華從祂離開的地方，返回聖殿。東方是被

擄之民所在的巴比倫。現在耶和華從巴比倫返

回。這幅圖畫流露出完全和好與重建的畫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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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榮耀返回

像耶和華正在修復祂與聖殿的破裂關係。這個屬

靈—宗教復興非常重要。在為得勝眾神明與復

興聖殿作好準備之後，耶和華開始討論新時代的

應許。

II. 應許

耶和華藉著祂所給予的應許，分別由四方

面解答以色列的問題。第一，四十三章6節顯

示耶和華將設立寶座。當初，耶和華的敵意來

自子民對於神的王權缺乏認知（參二十5、8~9

等）。然而，耶和華名字的新近認知，將確保耶

和華永久掌權。

第二，四十三章6至7節顯示以色列家必不

再玷污耶和華之名。耶和華之名的聖潔，代表祂

在諸神明中的獨特。因以色列膜拜偶像，以色列

不再承認耶和華的聖名。如今，全新的應許將解

決這個問題。聖殿的設計如此明確與詳細，因為

耶和華要清楚顯明祂與敬拜者之間的差異。階層

必須趁早建立。另外，杜吉德也注意到：「整個

聖殿被牆所圍繞，其目的是為分別聖與俗。」這

種聖潔與耶和華的聖名有關；它預示了以西結書

的最後一節經文：耶和華的所在。

第三，四十三章7至9b節顯示耶和華的獨特

將得到認知。四十三章8節，值得我們在此稍加

解釋。這節經文論到，王的門檻與門框挨近神的

門檻與門框。這個比喻使人想起，所羅門的宮殿

緊挨聖殿而建。雖然所羅門當初的心意可能極為

高尚，但當他的外國妻子開始獻祭與外邦偶像

時，災難就速速臨到。當然，這一切都行在毗鄰

的聖殿面前。可憎之事在以西結書尤其顯眼（參

八6、13、15、17）。在第八章所見的一切錯

事都沒有提及，因為在新時代，這一切錯誤都已

經校正了。由這個角度，我們很快地學到一項教

訓：熟悉產生輕視的態度。熟悉神是好事，但極

端時，將導致不健康的隨便態度。

第四，四十三章10至11節顯示耶和華將恢

復立約，因為這裡的語言屬立約用字。以西結不

僅是新摩西，他也是新所羅門。我們現在可以

從先知以西結的身上，看見祭司君王的身分。

四十三章11節讓我們看見，人民對自己違約感

到羞愧，是蒙受所有祝福的先決條件。這段經文

是針對知道耶和華之約的人而發出。這段經文所

呈現的聖殿設計，暗示了耶和華與祂的子民之間

的清楚界限。律法也帶出道德義務在公義社會中

不可或缺。新時代將產生新社會。而全新開始的

根源就是聖殿，即以色列信仰的象徵。新聖殿在

合理的界限之下，為神的子民帶出盼望。可見，

與大衛先前的治理不同，這個全新又優越的聖

殿，並非以政治而是以宗教結構開始。屬靈的健

康誠然是首要優先。

III. 省思與今日應用

第四十三章實在蘊含許多寶貴的教訓。首

先，沒有神榮耀的建築物是死的。雖然這段經文

似乎強調聖殿的建築，但經文的真正議題是聖殿

的宗教涵義。信仰絕對先於建築物。對神的約若

沒有正確了解，聖殿就成為空洞的建築物；這也

是立約用語出現在這段經文的原因。許多現代教

會都應學習這項功課，因為我們時常強調教堂的

設計，而忘記敬拜的神學涵義。我們可能過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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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的「事物」為焦點，而建造出結構與外邦神

廟無甚區別的教堂。雖然我們沒有在教堂敬拜錯

誤的神明，但我們討論教堂的內容與方式，好像

神不在其中一樣。如此，我們自己的偏好變成焦

點，也淪為可憎的偶像。這種本末倒置的行為，

絕對不討耶和華喜悅。

其次，所羅門皇宮與聖殿的所在，也讓我

們看見重要的神學理念。現代教會強調廉價恩

典，導致了教會內許多違犯倫理與道德的事件發

生。因為我們熟悉神，以致不自覺地生了輕視，

所以神的恩典被人隨意濫用。這就是以色列最起

初的錯誤。如果我們檢視現代的讚美詩（並非

全部），我們可能發現這些詩歌的內容非常強調

「我」和「我對神的經歷」。神與人相異之處似

乎從這些詩歌中消逝於無形。這種個人主義的傾

向，早在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始。而工業革命

引進的現代，強烈地喚醒人類生存的本能，因此

人與人之間的競爭變得十分「以自我為中心」。

這種敬拜傾向，也顯見於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

初的詩歌中。個人感覺從信仰經歷的部分，變成

信仰經歷的全部。所以，許多信徒為神創造「方

便用家」（user-fr iendly）的版本。這種情況與

所羅門的時代有許多相似之處。因為在所羅門的

治理下，以色列經歷前所未有的繁榮，工業國家

也經歷繁榮與物質主義的巨幅躍升。經濟富裕為

信仰帶來極慘重的後果。以西結的聖殿異象提醒

我們，在愛神與敬畏神之間持更平衡的觀點。

最後，倫理的理念是新時代不可或缺的。

四十三章11節顯示，耶和華的法則成為討論的

高潮部分。毫無疑問地，聖殿絕不僅是建築物。

公平的倫理必須滲透以色列生活的每個層面。同

理，教會也要學習倫理的教訓。在今日教會中，

許多自稱敬拜真神的會眾，仍然忽略許多重要的

社會問題。這種拒絕面對倫理議題的人，不配成

為神的子民。因為他們已經失去身為神公義子民

的身分。他們也無法見證福音改變生命的大能。

身為神的子民，我們有義務在整體的層面上，代

表並傳達神的公義。我們可能心存偏見或懼怕，

但我們應該為了更重要的而順服神，將個人感受

棄置一旁。除非教會甘願遵照神的教導，否則教

會的影響力將微乎其微。她對世界不能有任何作

用！

本文摘自曾思瀚：《以西結書─海角天涯創新機》，

這書已於今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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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產名

福音與異象─
　申命記與以西結書新釋

作者：布洛克

時間：約10小時

售價：HK＄95

光碟內容

1. 摩西的福音—重讀申命記

2. 不可不讀的以西結書—如何解讀及宣講這難懂的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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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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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近來又專注撰寫申命記註釋， 

超過二千頁，他的研究成果即將出版（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講員介紹

布洛克博士（Dr. Daniel I Blo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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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信息叢書

公義的呼聲─
　彌迦書進解

作者：林榮洪

頁數：156頁

售價：HK＄45

內容介紹

哪裡有公義，哪裡就有不義；哪裡有法

治，哪裡就有不法之治。這是我們讀彌迦書

獲得的深刻印象。神在舊約歷史中藉著彌迦

向以色列人說話，作出暮鼓晨鐘的勸諭；今

天先知的信息同樣響亮地對後現代呼喊，叫

世人離棄罪惡，悔改歸正，激勵信徒在這後

現代社會中伸張公平正義，作鹽作光，為福

音作見證。

作者簡介

林榮洪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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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出版林博士部

分著作如下：《共享詩篇靈筵》、《末世懸

謎─啟示錄進解》、《耶穌基督生平與言

論（上冊）》、《耶穌基督生平與言論（下

冊）》、《正常的教會生活─提摩太前後

書進解》。

聖經精讀叢書

以西結書─
　海角天涯創新機

作者：曾思瀚

頁數：約540頁

售價：HK＄130

出版日期：2009年2月

內容介紹

以西結書是極具時代感的著作，在被擄時期，以色

列民的心靈既漆黑又混亂；這書的信息，在民族的焦慮和

懸疑中，閃爍著點點明亮的靈光，帶領以色列民在非常時

期，深入剖析自己的信仰，引導神的子民在信仰歷程上繼

續邁進。先知勇敢地面對神的靈指控百姓失敗，堅決承

擔重建選民的時代使命。他清楚意識到在危機四伏的處境

中，以色列民若不及時深刻地反省和悔改，必遭刀劍亡國

之殃。他在宏觀且交織的時空中，透視出堅定而明確的信

仰盼望，引領迷失的猶太餘民，走向回歸重建的遠境。

謝品然博士
研道社中心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與宗教研究系兼任教授

作者簡介

曾思瀚博士，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Univers i ty of 

Sheffield）哲學博士，主修聖經研究。現任美國海外神學

院（Overseas Theological Seminary）副院長。他將學術

研究變得簡明易懂的能力，使他成為香港、菲律賓、印

尼、南非、英國、美國等地極受歡迎的教授與講員。本

社出版曾博士的著作包括：《士師記—人民任意而行

的時代》、《約翰福音—道成福音的耶穌》、《加拉太

書—接受救恩，活出自由》、《啟示錄—狂波浪濤唱

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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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更新運動  協辦

海嘯洪流中

信徒與教會
如何建立

　　你們要行道，不要單單聽道。因此，明道社特邀能將福音
真道活現人間的凱勒博士，主領今屆的研經大會，讓你目睹神
的道如何重現世間，不再遺於世外。

地　點： 播道會港福堂
金鐘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字樓，港鐵金鐘站B出口

‧ 西敏斯特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 於紐約曼哈頓創立救贖主長老會

‧ 於西敏斯特神學院教授城市宣教與實用神學

‧ 近作包括：The Reason for  God:  Bel ie f  in 
an Age of Skepticism 及 The Prodigal God: 
Christianity Redefined Through 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s 

 在北美芸芸名牧中，
我最喜歡的不是華里克
（Rick Warren）或海波斯
（Bill Hybels），而是凱勒
（Timothy Keller）。因為他
一方面堅守聖經真理，絕不
妥協，又注重宣講與教導，
言之有物，情理兼備；另一
方面他能與時代思潮對話，
作福音信仰的護教者。他
的信仰深度與事工創意，言
教與身教「使命教會」，甚
值得本港信徒與教牧從他身
上學習，如何建立信徒與教
會。

 凱勒博士於1989年，在
紐約曼哈頓創立救贖主長老
會，被譽為最成功的城市佈
道家。會眾由起初五十人增
長至今天超過六千人，其中
有不少專業人士及文化藝術
工作者，他牧養的群體對當
下的文化與思潮產生莫大影
響。自2001年該教會成立教
會植堂中心，協助紐約市及
世界各地不同宗派建立了超
過一百多間的新教會，凱勒
博士可算是當今建立信徒與
教會的專家。

 胡志偉牧師　
（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林誠信牧師　
（播道會港福堂副牧師）

 講員： 

 凱勒博士
（Rev. Dr. Timothy Keller）

22/5（五） 7:30 - 9:30 pm

如何經歷神並愛神更深

23/5（六） 6:00 - 8:00 pm

如何更切實愛人

25/5（一） 9:30 am - 12:30 pm

如何建立生生不息的城巿教會

2:00 - 3:30 pm

研討會：如何在香港
　　　　建立生生不息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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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奉獻 414,312.00 

銷售 266,685.00 

其他 62,879.10 

總收入 743,876.10 

總支出 783,688.13 

10-12月不敷 (39,812.03)

2008年10至12月
1. 感謝神！香港辦事處於1 - 3月獲

十五間教會邀請主領主日崇拜，幫

助信徒明道和行道。

2. 請為本社的網絡事工祈禱，新網站

計劃於今年第二季推出，內容包括

互動聖經註釋平台，互動研經討論

區，講座影音資訊，每週研經專

文，讀者回應系統等。

財政報告

明
道　

  

堂

香港聖經精讀團契

特別推介：逆境中與神同行（上）　集香港三位以賽亞書的專家，助你深入認識以賽亞書。

晚上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逆境中與神同行（上）—

　以賽亞書一至三十九章精研

　蔡定邦博士

14/4-23/6（週二）

放假5/5、2/6
9 7:30-9:30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尖沙咀寶勒巷25號

（港鐵尖沙咀站D出口 )

逆境中與神同行（上）—

　以賽亞書一至三十九章精研

　黃儀章博士

15/4-24/6（週三）

放假6/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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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境中與神同行（上）—

　以賽亞書一至三十九章精研

　羅慶才博士

21/4-30/6（週二）

放假12/5、9/6
9 7:30-9:30

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北角城市花園4座1樓

（港鐵炮台山站）

顛覆帝國的基督信仰─

　歌羅西書精研

　黎永明先生

28/4-23/6（週二）

放假19/5
8 7:30-9:30

信義會天恩堂

葵涌葵盛圍364號

（港鐵葵興站A出口）

詩篇卷四精研

　莫鉅智先生

7/5-9/7（週四）

放假28/5
9 7:30-9:30

宣道會荃灣堂

荃灣德士古道12-18號荃灣花園

第二期商場3字樓

早上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神與人同在─約翰福音精研

　曾培銘先生

17/4-26/6（週五）

放假1/5、29/5
9 10:00-12:00

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北角城市花園4座1樓

（港鐵炮台山站）

神與人同在─約翰福音精研

　雷小龍先生

18/4-27/6（週六）

放假2/5、30/5
9 9:45-11:45

宣道會屯門堂

屯門景峰花園商場1B

（輕鐵景峰站）

合神心意的聖徒相交─

　約翰一書精研

　司徒永樂先生

22/4-17/6（週三）

放假20/5
8 10:00-12:00

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九龍窩打老道84號冠華園2字樓

海角天涯創新機（下）─

　以西結書二十五至

　四十八章精研

　莫鉅智先生

28/4-23/6（週二）

放假26/5
8 10:00-12:00

九龍塘宣道會

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

30/4-25/6（週四）

放假28/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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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第一城站D出口）



明
道　

  

堂

12 明道通訊 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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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 鄺炳釗 總幹事： 黎永明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與本社聯絡。

香港行道訓練班

晚上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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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城亞皆老街206號

從傳道書看智慧人生

　黃天逸先生
5-26/5（週二） 4 8:00-10:00

播道會太古城堂

太古城廬山閣平台P7-8號

從尼希米記看

　如何建立使命教會

　陳耀鵬博士

8-29/5（週五） 4 7:45-9:45
香港信義會元朗生命堂

元朗安寧路115-137號 

香港明道訓練班

晚上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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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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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 4 7:45-9:45

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上水龍琛路30號Ａ

（港鐵上水站D出口）

5-26/6（週五） 4 8:00-10:00
香港仔浸信會

香港仔水塘道11號

詩篇新讀

　鄺炳釗博士

2-30/4（週四）

放假9/4
4 7:30-9:30

宣道會荃灣堂

荃灣德士古道12-18號荃灣花園

第二期商場3字樓

6-20/6（週六） 3 2:00-4:30
大埔浸信會

大埔墟鄉事會坊32-38號

風雲時代（下）─

　研讀撒母耳記下

　佘慶基博士

5-26/5（週二） 4 7:30-9:30
九龍城基督徒會

九龍城龍崗道40號

顛覆帝國的基督信仰─

　研讀歌羅西書

　黎永明先生

6-27/5（週三） 4 8:30-10:00
宣道會海怡堂

鴨脷洲西利滿樓低座地下9-12號

歸納式研經法工作坊

　黎永明先生

7/5-4/6（週四）

放假28/5
4 7:30-9:30

深水埗崇真堂

深水埗大埔道58號

（港鐵石硤尾站A出口）

3-24/6（週三） 4 7:30-9:30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灣仔軒尼詩道36號

公義與慈愛─

　研讀俄巴底亞書與約拿書

　黃天相博士

8-29/5（週五） 4 7:30-9:30

宣道會活水堂

荃灣沙咀道305號

眾安大廈2字樓A1 室

 

＊ 香港辦事處於2009年3月15日遷往新址：香港九龍亞皆老街113號9字樓3A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