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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明道通訊》提及黃儀章博士

已於9月加盟明道社，短短兩個月他已在

各方面（教學、寫作、行政、財務和策

劃）作出重要的貢獻。今期《明道通訊》

刊登了他預告本社明年發展的文章，請大

家細讀。

文中他提到精讀團契明年有新嘗

試，包括每季在五間教會精研新舊約各

一卷（如1至3月的傳道書和哥林多前

書）。舊約由黃博士教授，他是本港極受

敬重的舊約學者，已出版的九本作品都很

有分量，大獲好評。新約由明道社特約講

師陳鴻弟兄主講，他曾獲德州農工大學機

械工程學理學士及威斯康辛大學機械工程

學理學碩士學位，1982至1998年任職香

港政府環保署，曾任該署助理署長。後赴

美攻讀神學，2001年獲美國三一福音神

學院文學碩士（主修新約，論文研究哥林

多後書第五章），現為該院的哲學博士候

選人，論文跟哥林多後書第一章保羅的安

慰有關。陳弟兄的負擔是幫助信徒明白聖

經，他不但攻讀新約的博士學位，裝備自

己，而且曾於2003至2009年全職牧養美

國三藩市播道會，參與聖經教導，該會的

弟兄姊妹對他的教導讚不絕口，因他具有

清楚闡明聖經真理的恩賜。

明年的聖經精讀團契在「習作」方

面也將有重大的革新。兩位講師會親自撰

寫每週派發的思考題目，使之與講授的內

容相應，加強學員對經文的認識和應用。

本社總幹事黎永明弟兄已於10月

離職，他在本社近三年的事奉可用三個

「心」形容：「全心」事奉、「盡心」盡

力做事、「精心」策劃和發展事工。我謹

代表董事會向他致萬二分的謝意。

感謝神，在明道社最需要生力軍的

時候，除了預備黃儀章和陳鴻兩位講師

外，還帶領曾任本社編輯主任的李錦棠弟

兄返娘家出任整間機構的執行主任，協助

處理出版、培訓、行政的工作。我認識他

十多年，知道他愛神愛人，每項工作都全

力以赴。

他們三位實是神給本社的寶貴禮

物。他們（以及其他同工）都需要《明道

通訊》的讀者在禱告中記念，讓本社的

事工更榮耀神，更能幫助弟兄姊妹明道

行道。

鄺炳釗  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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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帶領下，明道社走過了六個年頭；在

祂的恩典承托下，明道社盡了當盡的本分，在幫

助弟兄姊妹明道行道兩方面，總算對教會盡了點

綿力。我們不敢自滿，在前面的日子，還要加倍

努力，把神交託給我們的使命，做到最好。

在2010年，明道社將進一步優化和鞏固過去

的工作，也會開展一些新的事工。下面將介紹一

些新的轉變和新的事工，請弟兄姊妹為這些事情

禱告，讓我們所計劃的和成就的，都合乎神的心

意，得到祂的手堅立。

1. 優化聖經精讀團契1. 優化聖經精讀團契
在新的一年，精讀團契會有新的模式。我們

會把兩小時的聚會分為四個時段：

10 分鐘  詩歌敬拜

30 分鐘  分組查經（經文內容）

50 分鐘  專人講解

30 分鐘  分組分享（經文應用）

這個新模式的特色，在於以敬拜神為開始。

盼望弟兄姊妹在開始查考聖經之前，先來到神面

前，用詩歌讚美祂，因祂將寶貴的生命之道賜給

我們，又給我們機會研讀祂的話語。

這個新模式的另一個特色是著重「團契」。

因此，分組時間會由現時的一次增至兩次（每次

30分鐘），讓弟兄姊妹在認識神的話語和應用神

的話語兩方面，有更深入的分享和交流。期盼精

讀團契的團友不單在知識的層面上認識神的話，

更重要的是，懂得每天將神的話應用在生活上。

在應用以先，必須正確理解神的話，否則，

可能會應用錯誤。所以，仍然有專人深入講解經

文。不同的是，明年新舊約會固定由兩個專人負

責，本人負責講解舊約，而陳鴻弟兄則負責新約

（參本期「我們的話」有陳鴻弟兄的介紹）。

2. 豐富網站內容2. 豐富網站內容
過去本社的網站一直深得弟兄姊妹的支持，

每星期平均約有一萬至一萬一千人次登入。面對

數碼時代所帶來的挑戰和機會，不得不在網站的

設計和內容上精益求精。在過去的一個月，我

們開始逐步豐富網站的內容，例如增加了產品試

讀系統，讓弟兄姊妹能在網上試讀本社出版的書

籍；又增設了「聖地風貌相片集」，目的是讓弟

兄姊妹對聖地的風貌有概略的認識。這些美麗的

照片，都是建道神學院舊約副教授甘汝誠先生的

珍藏，蒙他慷慨借用，不勝銘感！

感謝神，自從網站內容革新以後，登入人

次的數字顯著上升。10月和11月期間，更一度

升至一週內有一萬三千多人次瀏覽。若從點擊次

數來看，11月的點擊次數更由373,598躍升至

837,419（截至11月9日）。

在新的一年，我們的網站更會推出視像教學

（詳情請參閱下面的「視像教學」部分），又會

增設聖經地圖，輔以文字解說，讓弟兄姊妹對在

聖經裡出現的地方有多點認識。除此以外，也會

把有分量和參考價值的文章放上網站，這些文章

大多由華人聖經學者撰寫，供弟兄姊妹研經和查

經時參考。

盼望在不久的將來，明道社的網站能夠成為

華人弟兄姊妹研經及查經必到的網站平台。

3. 視像教學3. 視像教學
2010年本社將跟葡萄樹傳媒合作，在網上

開設視像教學課程，上載精讀團契和讀經課程的

授課內容，讓無暇報讀課程的弟兄姊妹，能夠在

家中靈活分配時間學習神的話語。首先推出的是

「傳道書精研」和「哥林多前書精研」。盼望這

方面的嘗試和努力，能夠叫更多的弟兄姊妹在神

的道上得著造就。

4. 明道電子報「每週一文」新增靈修4. 明道電子報「每週一文」新增靈修
短文短文
從10月開始，逢星期五出版的明道電子報

「每週一文」，除了介紹釋經的方法外，還增加

了靈修小品，透過分享從神的道而來的簡單信

息，給弟兄姊妹打打氣、加加油，心靈得著力

量。本社三位同工透過不同經卷，與弟兄姊妹

彼此激勵。本人負責寫《傳道書》、李錦棠負責

《路得記》，而曾培銘則負責《約翰福音》。若

弟兄姊妹在繁忙的生活中，透過「每週一文」得

著激勵，我們便要感恩了。若錯過了，可以登入

本社網頁「靈食蜜語」一欄重看。

5. 繼續出版以明道和行道為主的書籍5. 繼續出版以明道和行道為主的書籍
過去六年，明道社出版了八十多本書籍（包

繼續努力，走向明年
黃儀章  副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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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影音產品），幫助弟兄姊妹進深明白神的道，

曉得將神的道應用在每天的生活上。明道方面，

有「明道研經叢書」，已經出版的書卷，包括創

世記、路得記、詩篇（一∼二十篇）、傳道書、

俄巴底亞書及約拿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哥

林多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提摩太前後書

和啟示錄等。行道方面，有「時代信息叢書」，

將聖經的信息，以講章的形式表達出來，讓弟兄

姊妹在行道上得著激勵和方向，例如：從約書亞

記看屬靈爭戰得勝的生活與原則、從尼希米記看

委身與事奉、從箴言和約拿書看如何活出信仰、

從傳道書看由虛空到有意義、從腓立比書看快樂

滿足的祕訣等。此外，我們也出版了「聖經精

讀叢書」，透過作者對聖經的「精」簡分享，幫

助弟兄姊妹明白每卷經卷的「精」義，可以自行

「精」讀各書卷，並且將他們「精」闢的思想，

記錄下來。

在前面的一年，我們仍會在出版上努力，繼

續透過文字解明神的道。即將出版的書籍約有十

多本，包括「新書預告」搶先介紹的《活好我這

生─從傳道書看精彩的人生》和《哥林多前後

書》，還有《希伯來聖經導論》《利未記》《詩

篇（二十一∼四十篇）》和《使徒行傳》等。

請弟兄姊妹為明道社的出版工作禱告，特別

為作者禱告，祈求神加力給他們，有精神和力量

為神寫出叫弟兄姊妹得造就的好書。

6. 舉辦「明道之夜」6. 舉辦「明道之夜」
由明年開始，我們將每兩個月舉辦一次「明

道之夜」（暫名），邀請不同的聖經學者和牧

者，從聖經的立場來看與弟兄姊妹息息相關的

課題，藉此幫助他們將神的道應用到每天的生活

上。第一次「明道之夜」將在2010年1月下旬

舉行，到時將由明道社兩位社長（鄺炳釗博士和

我）跟大家分享。此外，「明道之夜」也是一個

「家聚」，讓支持明道社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聚首

一堂，在神的道上彼此團契，彼此激勵。

7. 舉辦聖經講座7. 舉辦聖經講座
為了讓弟兄姊妹在認識和研究聖經上，能夠

從卓越的聖經學者身上學習，過去六年，本社先

後邀請過九位聞名國際的聖經學者來港主領聖經

或研經講座，例如巴刻博士（Dr. J. I. Packer）、

華爾基博士（Dr. Bruce K. Waltke）、布洛克博

士（Dr. Daniel Block）和凱勒博士（Dr. Timothy 

Keller）等。能夠得到他們在百忙當中，抽空來港

與弟兄姊妹分享他們對聖經的研究成果，實在是

我們的福氣。2010年3月，我們將繼續舉辦明道

聖經講座，並邀請了美國芝加哥三一福音神學院

的新約副教授鮑維均博士，為我們講解歌羅西書

的信息。盼望這日子早日到來，請大家為鮑博士

的準備和來港的教導事奉禱告，也請大家預留時

間出席，一同享受靈筵。

8. 合辦課程8. 合辦課程
明道社除了把分內事做好之外，也積極與友

好機構合作，共同推動聖經教導的事工。

8.1 與建道神學院信徒領袖培訓部合辦「聖言

善道」新舊約證書課程

2010年，將與建道神學院信徒領袖培

訓部合辦「聖言善道」新舊約證書課程，幫

助弟兄姊妹有系統地讀好新舊約聖經。這

課程合共修讀八科，可以選擇主修舊約或新

約。修畢八科的同學，可以得到證書一張。

第一科將是「基本研經原理」，由本人和本

社同工李錦棠負責。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可向

本社查詢和報名。

8.2 與澳門聖經學院合辦聖經課程

明道社雖然是服侍香港教會為主的機

構，卻不會局限神的工作。感謝神的開路，

本社在2010年7至8月有機會與澳門聖經學

院合辦聖經課程。我們帶著期盼的心，與澳

門的弟兄姊妹見面，讓神的道從香港擴展至

澳門，叫鄰近的弟兄姊妹一同得著幫助。

9. 與國內的弟兄姊妹分享神的道9. 與國內的弟兄姊妹分享神的道
明道社雖然立足香港，卻未敢忘記國內的弟

兄姊妹。我們何等期盼明道社所做的，也能叫他

們得著幫助。因此，在前面的日子，我們會嘗試

開設一個以簡體字為媒介的網頁，藉此與國內的

弟兄姊妹分享神的道。

以上只是粗略介紹明年的轉變和新的事工。

要做的和值得做的，實在還有很多，在有限的資

源下，1 我們將竭盡所能，傳揚神的道，叫弟兄姊

妹得著幫助。懇請為我們禱告，與我們同工，2 叫

神的道興旺。

1 為著前面更大的發展，更多事工的承擔，在未來的日
子，明道社需要更多有相同負擔的弟兄姊妹加入，
也需要較現時寬闊的辦公室，來容納更多同工為神拼
搏。請弟兄姊妹在這方面為我們禱告，深信豐盛的神
必按著你們的禱告，供應我們的需要。

2 一直以來，明道社都是以服侍弟兄姊妹的心來推展各
項事工、課程和精讀團契，因此我們都只是象徵式收
費，甚至免費；所出版的書籍，都以造就弟兄姊妹為
首要目的，定價照顧到弟兄姊妹的經濟能力，所以一
直都是入不敷出。在過去的7至9月，共超支約港元
266,529。因此，請弟兄姊妹在金錢上支持我們，讓
我們可以無憂無慮地為神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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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詩篇第一篇和主禱文

用真理向心靈說話

約翰福音第一章開始的幾節經文，有一個

重複出現而大家都很熟悉的字：道。從緊接的

下文可以知道道是神，也是耶穌基督。約翰為

甚麼以道（�����）來形容神的第二位格—
聖子耶穌基督呢？是否刻意選用這個字來回

應舊約並當時希臘有關「道」的思想？另一方

面，中文聖經把希臘文�����翻譯成道，這道
跟中國文化所談的「道」又有甚麼異同？

無論是約翰撰寫約翰福音或後人翻譯時，

相信很少會自創新詞。約翰處身的是受到希臘

思想熏陶的世界。在多元文化的社會下，有不

同的種族、不同的語言。當時希臘文就像今天

英文是最多人使用的語言，流通廣大。所以，

約翰用希臘文撰寫約翰福音、書信和啟示錄，

是很自然的事。以�����「演譯」耶穌基督，
也是非常恰當的。

1. 舊約中神的話與智慧
讀者不難發現約翰福音經常提及舊約聖

經（如一1∼3、12∼14、21∼23、29、

45、47、50∼51等），並闡釋耶穌基督是

應驗、成全、代替舊約的應許或預言的「那

一位」。因此，約翰選擇�����來代表神的第
二位格—聖子耶穌基督，很大程度上是為

了回應舊約聖經。在舊約聖經，神的「話」

（��	 
 	  ），通常與神的創造和能力有關（創一
3；詩三十三6、9，一四七19）。1 有時也會

代表神的啟示（賽九8；摩三1∼8），或神

施行拯救、醫治和審判的媒介（賽五十五1、

1 這些經文中神的「話」在《七十士譯本》（舊約
希臘文譯本）要是與創造或神的能力有關時，就
是用�����這個字來翻譯。

2  �����可解作「話語」「命令」「教導」和「論
述」等，意思跟希伯來文的「話」相近。約翰特
選此字，使讀者聯想到舊約聖經中神的「話」和
「智慧」。

11；詩二十九3，一○七20）。另一方面，

箴言八章22至36節，次經《智慧篇》七章22

至八章1節和《德訓篇》二十四章1至47節，

均用擬人法來描繪「智慧」，這個「智慧」

在創造萬物之前已經存在。約翰福音一章1至

3節，已經把道跟舊約中神的「話」和「智

慧」聯上關係。2 約翰很可能以舊約描述神的

「話」和「智慧」為藍本，用道這個字去闡釋

神的第二位格，即聖子耶穌基督的本質。

2. 希臘哲學中的「道」
約翰是本著舊約來闡釋耶穌基督的本質，

而選用�����這個字，多少是為了回應和抗衡
希臘哲學或由此衍生出來的異端，並不是借

用和改良希臘哲學概念中的�����來處理耶
穌基督本質的問題。因為希臘哲學概念中的

�����，是人觀察、研究和理解萬物所得的結
論，是以人作為出發點。聖經卻是由創造萬物

的神將有關祂的事啟示給受造的人，是以神為

中心。人對神本質的認知，完全不是也不可以

靠觀察、歸納和研究而來（賽四十五∼四十六

章）。舊約先知也從來沒有像希臘哲學家那

樣，討論神或世界由來等課題。

；詩；詩；詩；詩；詩；詩；詩詩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九3九3九3九3九3九333九3九九3九九九九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2020202020202000202020020220020000002022222 ）。））。）。）。。）。）。）。）。。）。）。）。。）。）。）。）。。）。）。）。）。另一另一另一另一另一另一另一另一另另一一另一一另一另另一另一一另一一另一另另另另一一另一另另另另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面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方面面方面方面面面方面面方面方面方面面方面方面，，，，，，

的曾培銘
聖經教導事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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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由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公元前535-475年）首先提出來的，他認為

�����為萬物的起源，3 而萬物也有一部分的

�����在其中；他又認為�����是神聖之火，
是神。4 到了公元前300年左右，斯多亞學

派（Sto ics）的始創者季蒂昂的芝諾（Zeno 

of  C i t i um）提出�����是充滿宇宙和一切存
在所依賴的「動性法則／理性」（ Ac t i v e 

Reason），人類也擁有一部分的「道」。5  

與約翰差不多時期的，有亞歷山太的斐羅

（Philo of Alexandria，公元前20至公元後40

年），他認為「道」是創造的法則（Creative 

Principle）。承接柏拉圖有關創造的思想，世

界是由「中介體」所創造，而「中介體」未必

等於至高的神，斐羅認為絕對神聖的神不會與

不完美的物直接接觸，而「道」就是一個中介

體，負責創造的工作，把先存而沒有形質的物

轉化成四種基本元素。6 因此，在他的思想體

系中，「道」並不是那位絕對超然的神，只是

中介，僅次於神的聖言，既非造成亦非生成，

是處於神和人、宇宙之間的存在。7

總括而言，希臘哲學思想認為�����並不
是那位絕對神聖的神，只是神創造世界的中介

體，不是真正的源頭。另外，「道」 並沒有

位格，更不會與人接觸。

約翰福音一章1至18節，清楚回應創造世

界的是神，而�����，神的第二位格，並不是
次等，祂與神的本質和來源相同，在時間和空

間被造之前，已經與神同在。約翰福音一章1

至3節以重複和正反角度去描述道是神，是創

造者（不是被造，不是次等）。

約翰更指出道成了肉身（��� �������，
約一14），說明耶穌並不是幻影，也不是附

在一個人的肉體當中來執行任務，教導世人

正確認識有關神的真理。保羅稱這為敬虔的

奧祕（提前三16）。這位絕對神聖超然的創

造者，竟然還會住在我們中間（��������� 
�� ����，約一14）。住（������）與會幕

（�����；出三十三7）的字根相同，而會幕
（或聖所）代表神可以住在他們中間（出

二十五8），意即「神與人同在」。道與世人

同住，8 對人類來說真的是不可思議的福氣和

恩典，也反映了神是何等愛祂所創造的人！

3. 中國文化中的「道」9

「道」這個字對中國人來說不會感到陌

生。孔子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中庸》）及「朝聞道，夕死可

矣。」（《論語．里仁》)。在孔子的心目

中，「道」是時刻不可離開的，如果早上得聞

「道」是甚麼，就是黃昏死去也甘心。可見，

孔子是一位尋道者。另一位偉大的中國思想家

3 Sextus Empir icus, Adversus Mathematicos,  VI I , 
132.  ht tp ://www.abu .nb .ca/Courses/GrPh i l /
Heraclitus.htm#H4.

4 H ippo lytus ,  Refutation of All Heresies,  Chapter 
5 ,  B o o k  I X .  h t t p : / /www . n ewa d v e n t . o r g /
fathers/050109.htm.

5 Antonia Tripolitis, Religions of the Hellenistic-Roman 
Age (Wm. B .  Eerdmans Pub l i sh i ng Company , 
2001), 37-38.

6 I n t e r n e t  Encyc l o ped i a  o f  P h i l o s ophy ,  Phi lo 
o f  A l e xand r i a .  h t t p : / / www . i e p . u t m . e d u /
philo/#SH11m.

7 參羅納爾德．威廉遜著，徐開來、林慶華譯：
《希臘化世界中的猶太人—斐洛思想引論》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頁111-153。

8 值得留意的是，約翰福音描寫耶穌基督初出現與
門徒相遇時，即與門徒同住（約一39），初次實
現神與人同在。在約四40，又記敘耶穌與撒瑪
利亞城的人同住，當地的人相信祂，再一次把神
與屬祂的人同在（住）這真理更具體表現出來。
道（神）與世人同住，在希臘世界是不可思議的
事。

9 這個課題涉及很多有關中國文化與思想和聖經
翻譯的歷史與手法。最初翻譯中文聖經時，譯
者選擇以「道」來翻譯 �����，而不用音譯的
方式，可能考慮到「道」這個字與中國文化有
密切的關係，可以使人立時聯想到孔子和老
子這兩位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對「道」的闡
釋，加以比較和思考。早期聖經譯本的資料可
參http ://cbo l . f h l . ne t/new/gm.php?fn=b008/
m43_001_000_001_0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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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翰 福 音 的 道約約約 翰翰翰 福福福 音音音 的的的

老子比孔子對「道」有更多的闡釋，在他的

《道德經》第二十五章，老子闡釋「道」是獨

立於天地，永無窮盡，本來如是的。天地是由

道而生。由於它實在太偉大和奧妙，老子只能

勉強稱之為「道」。

表面看來，老子所描述的道與約翰福音

第一章非常相似，甚至有人說，老子的《道

德經》是中國的先知書，10 若從這個角度來理

解約翰福音所講的道是錯誤的。《道德經》

是老子的思想產物，是觀察和思考大自然或個

人以外的環境後所得出的思想系統，是以老

子的角度去思考宇宙的根源。所以，他自己

也不能掌握甚麼是「道」，只能概括描述這

個根源而已。11 約翰所寫的卻是由神所默示，

不是他自己的思想產物。可以說，中國文化中

的「道」，只是跟聖經的相似，但絕對不是等

同。譯者從意義入手，把�����翻譯成道，而
不從音譯入手，譯作「邏各斯」，使華人讀者

唸到約翰福音的道，很快就聯想到中國文化

中所講的「道」，在聖經的光照下，清楚知道

約翰福音中的道，就是那位自我啟示、自有

永有的神，是孔子和老子窮一生之力所追尋的

「道」。12

4. 總結
聖經從來沒有從人的角度去思考這個宇宙

是否有創造主，或宇宙究竟從何而來。反之，

聖經從來都是神主動向人啟示祂是誰和「記

錄」祂作了甚麼。

約翰福音中的道（�����），不單承傳舊
約裡神的本質與屬性，更讓讀者知道他們所信

的耶穌基督，不是幻影，不是附體，而是神親

自成為肉身，在地上生活過、言說過、死過

又復活過，從太初就存在的「那一位」。祂不

是一個道德高尚的人而已，而是神親自成為

肉身，彰顯祂的恩典、智慧、能力、寬恕和審

判等。神以肉身顯現，保羅說是敬虔的奧祕

（提前三16），約翰說這是真正發生過的事

實（約壹一1∼3）。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更

應許無論何時何地也會跟屬祂的人同在，直到

世界的末了（太十八20，二十八19∼20）；

這兩句說話已足夠反映出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

是真實的、是超越的。13 這位至高的創造主，

雖然絕對跟受造物有差異，卻甘心樂意與人在

一起（約一35∼39），祂的言語和行動，與

舊約聖經所啟示的神完全一致。

當我們思想聖經所提到的道，可以更肯

定所信的是誰（提後一12），也知道無論

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用懼怕，因為我們所依

靠的，是創天造地，住在我們中間的神（詩

二十七1），並且在祂所定的時間，祂必會回

來彰顯公義與慈愛。

10 「在西方，《道德經》是除《聖經》以外，世界
經典名著中被譯成外國文字發行量最多的典籍，
被看作是出自中國的先知書。」張子維著：《讀
懂道德經的第一本書》（台灣：宇河文化出版有
限公司，2008）（http://www.books.com.tw/
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16061）。

11 所以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12 值得留意的是，若不是神／道自我啟示，有限而
墮落的人，根本沒有可能了解神／道是甚麼。

13 從來沒有人宣稱能在「不同」時空之下同時存
在，更遑論一直存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只有耶穌
基督能夠超越時間和空間，而信徒也不斷經歷到
祂的應許是千真萬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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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思哈拿的故事——

撒母耳記上第一章撒母耳記上撒母耳記上第一章第一章
李錦棠

執行主任

7

更切實

11. 前言言

哈拿的故事是信徒甚為熟悉的，不少崇拜
講員也喜歡在母親節時宣講這個故事，但究竟
這個故事真的純粹反映一個好母親，還是另有
意思？本文將以敘述文的方法查考這段經文，
幫助讀者清楚明白這個故事位於全卷撒母耳記
的開首有甚麼意思，聖經的作者透過哈拿的故
事想帶出甚麼主題。

22. 上文文下理

很多人都知道解經是要看上文下理，但我
們往往只看要查考經文的前後經文，忽略了該
段經文跟全書的關係。撒母耳記上第一至七章
是全書的第一個大段落，主要描述撒母耳的興
起，而他的興起很明顯是跟以利家的衰落形成
對比；再者，兩者的興替是後來大衛取代掃羅
的伏筆，更是貫穿全書的主題—耶和華是歷
史的主，一切興衰的原則，都在乎有沒有尊主
為大。

33. 分段段

第一章是撒母耳興起的序幕，記載撒母耳
的出生和家庭背景，雖然這段經文是第一至七
章的開場白，但內容非常重要，因為撒母耳的
出生並非普普通通，而是神的特別恩典，因此
人要歸向耶和華，尊主為大。這段經文也奠定
全書的主線，就是耶和華是掌管人類歷史的主
宰。第一章的分段如下：

故事背景（1∼3節）

故事的起因——生育問題（4∼8節）

故事的承接——哈拿與以利（9∼18節）

故事的轉變——撒母耳的出生（19∼20節）

故事的結果——撒母耳的奉獻（21∼28節）

從以上的分段，我們可清楚看見第一章的
「起、承、轉、合」，而且整個故事的脈絡也
顯而易見。

44. 人物物角色及典範範場景

第一章的人物包括以利加拿、毗尼拿、哈
拿、以利、撒母耳。不過，主角當然是哈拿和
以利，一方面正如上文所提，第一至七章是對
比撒母耳的興起和以利家的式微，另一方面，

哈拿和以利的對話正是故事的轉變過程。因
此，整個故事主要落在哈拿與以利之間的關係
之上，包括了哈拿的兒子與以利二子的對比。

第一章的典範場景就是因妻子的不育問
題而產生家庭糾紛。在創世記中，這些場景也
曾出現，例如雅各其中一個妻子利亞有兒女，
而另一個妻子拉結起初不能生育（創二十九
30∼三十24）；另外，亞伯拉罕也有一妻一
妾，妻子撒拉起初不能生育，而夏甲則有兒子
（創十六1∼二十一21）。事實上，這些重複
出現的場景確實加強了故事的情節和意思，下
文將詳細討論。

55. 經文文分析

5.1 故事背景（1∼3節）

聖經作者先介紹以利加拿的出場，隨即
指出他有兩個妻子，但其中一個是沒有兒女
的。很明顯，作者一早留下伏線，指出整個故
事的問題肇因，就是由哈拿不育開始。然後，
鏡頭一轉，第3節就描述這人往示羅獻祭，不

過，經文卻加插一句：在那裡有以利的兩個
兒子，何弗尼、非尼哈，當耶和華的祭司
（一3）。由此可見，作者在此處介紹兩位敗
壞祭司的出場，已鋪排以利加拿的兒子與以利
的兒子作對比。

5.2 故事的起因—生育問題（4∼8節）

從第4至8節起，故事主角已很快由哈拿
代替。第4節用「這一天」作開始（原文有

~AYëh; yhiäy>w:），表示故事主體已開始出現了。

正如上文所言，妻子不育和妻妾糾紛這個
場景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例如亞伯拉罕和雅各
的故事。綜合這些故事的情節，相似的地方是
未能生育的妻子都受到丈夫的寵愛，而且最後
都蒙神賜予孩子。因此，當讀到撒母耳記這個
故事，我們也必預計哈拿得到丈夫以利加拿寵
愛，而她也必懷孕生子。然而，這個故事跟創
世記的故事又有不同，故事的發展並沒有顯示
以利加拿對兒子撒母耳有甚麼疼愛的表現，而
撒母耳與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也沒有任何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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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參雅各明顯愛約瑟及便雅憫多過另外的十個
兒子，亞伯拉罕則放棄以實瑪利，選取了以撒繼
承神給他的應許）。不過，聖經作者隨後詳細
較撒母耳與以利二子的表現，原來聖經作者把
撒母耳作對比的不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而
他自小跟隨學習事奉的師父的二子。所以，聖
作者運用了很好的手法，在對比過往的事例，
時留給讀者注意在情節變化上的新表達手法，
強了故事的戲劇性及趣味性。1

無論怎樣，第4至7節描繪了一幅圖畫，就是

哈拿經歷不能生育的痛苦，而第4節上（以利加
拿每逢獻祭的日子）的原文是當副詞用的條件
子句，結束句就是：她哭泣不吃飯（7節）。因
此，這部分是要突出哈拿的痛苦。最後到第8節，
故事終於出現了對話的情節，以利加拿開口安慰
哈拿，為這個段落的結束帶來高潮，究竟哈拿聽
了他的說話之後，有何反應？這就要看下文了。

5.3 故事的承接—哈拿與以利（9∼18節）

第9至18節是故事的高潮，主角集中在哈拿
和祭司以利身上。當第8節以利加拿向哈拿說了
一番話之後，到底哈拿有甚麼反應？事實上，經
文沒有直接記載，但從哈拿的說話和行動來看，

她似乎並未受到安慰，聖經敘述者描寫她心裡愁
苦，就痛痛哭泣（10節），很明顯，她沒有理
會丈夫的話，也沒有得到真正的安慰。然後，第
9至11節記載她向耶和華禱告，她的禱詞甚為迫

切，用了一連串的動詞：垂顧、眷念、賜（11
節），這幾個動詞表達出她急切懇求的焦慮感，
也造成一種層疊的效果。2 

第12至18節是整個故事首次出現的對話，
就是哈拿與以利的對話，他們的談話確是妙問妙
答，其實早於第9節作者已鋪排他們二人在視覺
上處於對立的位置（哈拿站起來，以利則坐在自
己的位上），3 而到了這個段落，以利先誤會了
哈拿是醉酒，其後又帶著質詢的口吻問哈拿，後
來聽了哈拿的辯白之後，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
又祝福哈拿（哈拿沒有告訴以利為何禱告）。結
果，哈拿反而得著安慰。

事實上，聖經作者不是要突出先知以利的角
色，反之，他的話正好跟哈拿成為對比；哈拿的
祈求是真誠和坦率，而以利的說話卻是空洞和淺

1　馮耀榮：〈撒母耳記上〉（香港：建道神學院，2008年
春）。

2 奧爾特著，黃愈軒、譚晴譯：《聖經 述文的藝術》
（香港：天道，2005），頁146。

3　馮耀榮：〈撒母耳記上〉。

薄，4 這也似乎隱晦地貶低以利的權柄，並突出
撒母耳的出生全是耶和華的恩典，而祭司的角色
在這個故事中是較為次要的。

5.4 故事的轉變—撒母耳的出生（19∼20節）

承接上文，哈拿已不再臉帶愁容。其後，聖
經敘述者用了很急速的節奏寫下撒母耳的出生，

一連串的動詞包括：起來、回、同房、顧念、
懷孕、生、起名。當然，作者的重點不是記載
撒母耳出生的過程，而是強調他的出生是從耶
和華而來的（留意第19和20節最後的一句話：

耶和華顧念哈拿；這是我從耶和華那裡求來
的）。

5.5 故事的結果—撒母耳的奉獻（21∼28節）

第21至28節主要記載哈拿把撒母耳獻給耶
和華。本段經文大致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
第21至23節，交代獻撒母耳的背景，另一部分是
哈拿表白把撒母耳獻給耶和華。當我們仔細留意
這段經文的用字，不難發現本段經文是以「她」
（哈拿）為主詞，而經文重複提及她強調撒母耳

是她向耶和華所求的，求（26、27節〔x2〕）
的原文跟第28節出現兩次的歸與源自同一個字，
而撒母耳（laeêWmv.）的原文跟求（la;v''）這個字又
甚為相似，因此，作者似乎有意在文字上作出安
排，凸顯哈拿不但見證所求的是從耶和華而來，
也提醒自己許願祈求得恩後，要向耶和華還願歸
榮耀給神。

事實上，撒母耳的出生延至第二章的哈拿
之歌（二1∼11），但因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詳
述。哈拿在第二章的詩歌中更直接指出只有耶和
華為聖，並且祂有權柄，一切的生死主權都在祂
的手中。因此，撒母耳記上第一章的目的是指出
神掌管一切，人必須尊祂為大，尊祂為聖。

66. 生活活反思

雖然哈拿不能生育，又常常被毗尼拿激動，
加上得不到丈夫以利加拿的安慰，但最終她由心
裡愁苦轉為心裡快樂，是神施恩給她，賜她一個
兒子。從她經歷由愁苦至快樂的過程中，聖經作
者清楚指出一切的主權都在神的手中，不論人的
生與死，都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因此，哈拿的
禱告只屬個別例子，不是每一個人的禱求都蒙應

允，正如哈拿自己說：耶和華使人死，也使人
活，使人下陰間，也使人往上升（二6）。雖
然神有絕對的主權，但我們不要忘記，祂同時也
是一位施慈愛的神，祂知道我們心裡的愁苦，因
此，我們要尊主為大，一切都交在祂的手中。

4　奧爾特著，黃愈軒、譚晴譯：《聖經敘述文的藝術》，
頁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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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信息叢書

活好我這生─
　從傳道書看精彩的人生

作者：黃儀章博士

新視野釋經叢書

哥林多前後書
作者：基納（Craig S. Keener）

譯者：紀榮智、NAP新葉出版顧問

路得記─
　恩惠的故事（附研習本）

研經本

作者：黃天相博士

頁數：228頁

售價：HK$70

學者推薦

黃儀章博士‧明道社副社長

黃天相博士透過敘事文學的進路，將路得記的核心

信息講解得非常清晰，叫讀者能看見路得記的原來故事，

就是一個關乎「恩惠」的故事。在書中，無論是拿俄米、

路得或波阿斯，都活出「恩惠」的行動。各人都願意因著

對方的需要而作出犧牲，而最終的結局就是各人都經歷了

神對自己的恩惠，得到神的賜福。

本書作者黃天相博士精通希伯來文，又對敘事文體

有深入的認識，本人毫無保留向弟兄姊妹推薦他的大作。

願天父使用這本好書，叫人得著從神而來的「恩惠」。

作者簡介

﹣ 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學學院文學碩士

（主修希伯來文）、英國倫敦大學英

皇學院神學碩士（主修舊約）、英國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哲學博士（研究第

二聖殿時期希伯來文的發展情況）

﹣ 現任伯特利神學院聖經科講師 

﹣ 著作計有「明道研經叢書」的《俄巴

底亞書、約拿書─公義與慈愛》；

《通情達理─從語言學看舊約敘事

文體的連貫性》

神與人同在─
　從約翰福音看基督如何彰顯神、臨近人

作者：曾培銘

頁數：160頁

售價：HK$38

內容介紹

約翰福音奇妙之處，在於它有一些鮮明的主題，像「光明

與黑暗」「生命」「愛」「真理」等，讀者很容易掌握；但學

者深入研究時，又發現約翰福音包含很多深奧的真理。

從敘事角度查考約翰福音，可以更清晰了解全書的情節與

布局、角色的背景與言論、角色之間的互動、各種修辭技巧：

例如雙關語、誤會陳述、各式嘲諷等。本書幫助讀者更深入體

會約翰福音的信息，轉化甚至校正以往我們對經文或一些角色

的理解。

作者簡介

﹣ 建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 明道社聖經教導事工主任

研習本

作者：曾培銘

頁數：20頁

 全新組合，使你更有效明道又行道

 研經本+研習本＝１個價錢

 每一本研經本均附夾一本研習本，方便讀者使用和攜
帶。研習本也可以單獨購買，售價$6，適合團契和小
組使用。答案可自行登入本社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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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經精讀團契香港聖經精讀團契　　詳情請瀏覽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詳情請瀏覽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

活好我這生─傳道書精研
　黃儀章博士

早上課程

12/1-16/3（週二） 10:00-12:00 am 9堂
九龍塘宣道會 
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

14/1-18/3（週四） 9:45-11:45 am 9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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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間課程 12/1-16/3（週二） 7:30-9:30 pm 9堂
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北角城市花園4座1樓（鄰近港鐵炮台山站）

建立信徒之鑰─哥林多前書精研
　陳鴻講師

早上課程 15/1-19/3（週五） 10:00-12:00 am 9堂
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北角城市花園4座1樓（鄰近港鐵炮台山站）

晚間課程

13/1-17/3（週三） 7:30-9:30 pm 9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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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18/3（週四） 7:30-9:30 pm 9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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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明道讀經課程香港明道讀經課程　　詳情請瀏覽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詳情請瀏覽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

晚上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合辦教會及地點

恩惠的故事─研讀路得記
　黃天相博士

8/1-29/1（週五） 4 7:30-9:30pm
播道會活泉堂
長沙灣元州街298號海旭閣1樓

讀經有妙法
　李錦棠先生

26/2-19/3（週五） 4 7:30-9:30pm
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九龍秀茂坪寶達邨B停車場
地下1號（近達喜樓）

神與人同在─研讀約翰福音
　曾培銘先生

2/3-23/3（週二） 4 7:30-9:30pm
宣道會愛主堂
西灣河興東村興東商場
203號舖地下

從箴言書看基督徒
　應有的生活智慧
　黃儀章博士

18/3-8/4（週四） 4 7:30-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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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言善道聖言善道——新舊約證書課程新舊約證書課程　　詳情請瀏覽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詳情請瀏覽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

晚上課程、講師 日期 堂數 時間 合辦團體及地點

基本研經原理
　黃儀章博士
　黃浩儀博士
　李錦棠先生
　曾培銘先生

6/1-24/2（週三） 8 7:30-9:30pm
建道神學院信徒領袖培訓部
建道神學院市區校園
香港灣仔蘭杜街2號麗都大廈1樓

財政報告
2009年7至9月
（新一年財政年度）

註︰以下帳目未經會計師核實

　　歡迎以祈禱和奉獻

支持我們，奉獻可用隨

通訊附上的奉獻封（詳

情可參奉獻封內的奉獻

方法）。

收入 HK$ 支出 HK$

個人／團體奉獻 88,996.00 薪津／保險 493,009.00

書刊銷售 152,138.00 行政辦公室常費 88,021.00

課程收入 131,900.00 書刊出版 53,096.00

其他 3,763.00 課程支出 9,200.00

總收入 376,797.00 總支出 643,326.00

不敷  (266,529.00)

平均每月不敷 (88,8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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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神帶領陳鴻先生為
本社聖經精讀團契特約
講師，在明年1月開始
講解哥林多前書和哥林
多後書。請記念他的事
奉，特別是回港後的教
學和生活方面的適應。

2. 感謝神帶領李錦棠先生在明道社的事奉有美
好的適應。從本月開始，李先生出任執行主
任一職，負責明道社日常的運作。請大家為
李先生的繁重工作禱告，願神加力給他。

3. 本社顧問張棠牧師在9月中風，經過多番治
療後，身體已漸漸康復，現已入住將軍澳
坑口靈實胡平頤養院，請大家繼續為張牧師
的康復禱告，並記念他和師母入住院舍的適
應。

4. 感謝神！香港辦事處於本年12月至2010年
2月獲邀到以下14間教會主領崇拜聚會，鼓
勵信徒勤讀聖經，建立靈命：宣道會嶺恩
堂、香港伯特利教會慈愛堂、中華基督教會
香港閩南堂、基督教宣道會調景嶺新堂、香
港伯特利教會慈恩堂、宣道會青霖堂、宣道
會太和堂、基督教會忠信堂、長康浸信會、
真理基石浸信會（石門堂及火炭堂）、宣道
會廣恩堂、中華傳道會基石堂、港澳信義會
信安佈道所。

5. 感謝神！9至11月共出版了新書二本、修訂
版一本和再版五本，求神使用，讓祂的話
語陶造信徒的生命。明年的新書出版預計
包括鄺炳釗博士的《詩篇（二十一∼四十
篇）》、黃天相博士的《希伯來聖經導
論》、吳存仁博士的《希伯來書》、黃儀章
博士的《利未記》等，請大家禱告記念。

歡迎邀請本社主講主日崇拜和合辦課程歡迎邀請本社主講主日崇拜和合辦課程
本社的異象與使命是幫助信徒明道和行道，為了更有計劃和更有效與教會同工，協力

同心幫助弟兄姊妹明道和行道，本社十分樂意與貴教會合辦來年（2010）的「明道讀經課

程」，也很期盼到貴教會主講「聖經主日」或「讀經日」，與弟兄姊妹分享神話語寶貴的

信息。如有意邀請本社同工在主日崇拜證道或合辦課程，請登入本社網頁下載申請表格。

如有查詢，請致電本社：2986 9968。

6. 感謝神！明年1至3月在香港開辦十一個讀經
課程，包括聖經精讀團契六個、明道讀經課
程四個，又首次與建道神學院信徒領袖培訓
部合辦「聖言善道」新舊約證書課程。求神
賜福學員明道行道。

7. 請為明年本社的事工革新禱告，特別是聖經
精讀團契的新模式和本社網站的新發展，期
望每一項革新也能造就弟兄姊妹（詳參本期
專文「繼續上路，走向明年」）。

8. 感謝神！由2005年開始迄今，明道社與加
拿大克里威廉神學院合辦的「加西明道課
程」已不斷發展成熟，求神加力給歐李小燕
女士（加西明道課程主任及特約講師），使
她更有屬天的智慧和力量策劃和推動整個事
工的發展。來年他們更首次開辦「加西明道
聖經進深課程」（Carey-Mingdao In-depth 
Bib le Study Program），學習模式是參照
香港的「聖經精讀團契」，目的都是幫助信
徒更深入明白聖經，並能參與教導聖經的事
奉。以下是他們於明年開辦的所有課程，求
神幫助導師講解清楚明白，學員用心學習，
明道行道。

聖經導師課程 日期 導師

哥林多後書 21/1-25/2 鄭彼得牧師

俄巴底亞書和
約拿書

6/5-10/6 龍振華傳道

詩篇21-41篇 16/9-21/10 嚴國樑牧師

加西明道聖經
進深課程

日期 導師

馬可福音 4-6月
陳偉誠弟兄、
唐子良弟兄

士師記 9-11月 龍振華傳道

師資訓練班 日期 導師

─ 5月 歐李小燕女士

海外來賓
　　自2007年底，美國天道福音中心成為本社在美國的總

代理。感謝美國天道的幫忙，使美國的弟兄姊妹能夠在當

地購買本社的產品，藉此明白神的話語。在本年11月中，

美國天道的負責同工梁旭思牧師來港，順道探訪本社辦公

室，一同協商來年的新合作模式，並探討開拓在北美的

新事工。深願我們是神手中的器皿，無論在香港或其他地

方，都蒙主大大使用，見證神的道。



所有貨品一律八折優惠，所有貨品一律八折優惠，
精 選 貨 品 更 低 至 七 折 。精 選 貨 品 更 低 至 七 折 。
為慶祝普天同慶的聖誕節，明道社在12月1至
31日舉行聖誕大優惠，歡迎親臨本社辦公室購
買。所有產品，一律享有八折優惠。如購買同
一系列的產品三本或以上，更享有七五折超級
優惠。購物滿HKD1500元，可免費送貨。

送一份有意義和實用的禮物給親朋好友，絕對
能為這個節日加添喜「閱」。

精選貨品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 9:00 至 中午12:30
 下午 1:30 至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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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月
閱閱同喜同喜

時 代 信 息 叢 書

泡沫中的彩虹

劉承業著

共享詩篇靈筵

林榮洪著

凡人旅程

溫清華著

稱義、成聖與聖靈

林榮洪著

靈 修 導 引 叢 書

神創始 － 創世記主題靈修 

徐濟時著

人出路 － 出埃及記主題靈修 

徐濟時著

聖 經 信 息 叢 書 （一）

認識信仰 － 教會

鄺炳釗 著

聖 經 輔 讀 叢 書

舊約歷史書合參

孫通編

OIA 研 習 本 叢 書

士師風雲

黎永明著

兒 童 研 經 叢 書

奇妙的耶穌

眼核樹著

影 音 產 品

智者看工作與家庭（DVD）

華爾基 (Bruce K. Waltke) 主講

路加筆下的耶穌（MP3）

博克 (Darrell L. Bock) 主講

你所念的，你真的明白？（MP3）

曾思瀚主講

還看啟示錄（MP3）

威瑟林頓 (Ben Witherington III) 主講

福音與異象（MP3）

布洛克 (Daniel I. Block) 主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