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啊！求你使我明白你的道，我就思想你的奇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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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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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前瞻 黃儀章博士 pp.3-5

我家在神面前並非如此 李思敬博士 pp.6-7

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

　（撒上七1∼17） 馮耀榮博士 pp.7-9

愛情與麵包

　—大衛的最愛？ 李錦棠先生 p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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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炎熱的夏天向你們問好！願你們愛神

的心也像夏日的太陽般熾熱。

夏天是很多弟兄姊妹放假的季節，但明

道社的工作繼續進行：

I. 暑期聖經精讀團契

 在七月和八月，我們有暑期的聖經精讀團
契在宣道會北角堂舉行，負責教授的是我
們的同工曾培銘。透過精讀約翰一、二、
三書，他引導弟兄姊妹明白彼此相愛的信
息。雖然是暑假，但神也感動約三百位弟
兄姊妹參加。看見他們對神的話的追求，
我們實在要感謝神。

II. 精讀團契組長訓練

 在七月份，我們也開始了弟兄姊妹期待已
久的組長訓練。這是我們第一次舉辦，弟
兄姊妹反應熱烈，約有四十位弟兄姊妹踴
躍參加。我們會陸續開辦同類訓練，務求
讓每一位精讀團契的組長，都能夠被訓練
起來，在精讀團契作個好組長。

III. 與澳門聖經學院合辦的暑期讀經課程
「從以賽亞書看信靠神」

 明道社首次跟澳門聖經學院合辦明道讀經
課程的「從以賽亞書看信靠神」，七月在

澳聖舉行，由我和執行主任李錦棠先生負
責教授。感謝神的預備，有二十七位弟兄
姊妹參加。對明道社第一次踏足澳門而
言，這已是不錯的了。更叫我們受激勵的
是，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學習態度都非常認
真。

IV. 舉辦明道聖經專題講座

 在七月我們舉辦了兩個聖經專題講座，分
別是褚永華院長所主講的「從馬太福音看
基督門徒的價值觀」和鄺炳釗博士和我所
主講的「從詩篇看蒙福的人」。感謝神的
同工，兩次聚會都招聚了約三百位弟兄姊
妹參加。在馬太福音的講座中，神使用褚
院長的信息，叫弟兄姊妹得著很大的幫
助。在詩篇的講座中，神也透過鄺博士的
講解，讓在上水一帶的弟兄姊妹看見神話
語的寶貴和甘甜。

V. 新書出版

 在七月，我們亦出版了三本書，分別是賴
可中博士的《彼得前書：經歷苦難進入榮
耀》、李振康博士的《非凡信仰：從希伯
來書看基督徒的卓越生命》和邁耶斯博士
（Carol Meyers）的《再看出埃及記》。
盼望神使用這些書，叫弟兄姊妹更明白神
的道。

VI. 籌備新辦公室的裝修

 感謝賜恩典的神為我們預備了一處新的辦
公室，就是位於新蒲崗雙喜街的匯達商業
中心（Win Plaza）。我們初步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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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今年的年尾或明年的年初，從現在
的辦公室搬至新的辦公室。因此，在這時
間，我們正積極籌備新辦公室的裝修。我
們初步的構思，在新的辦公室內，會有一
個容納約七十位弟兄姊妹的課室，用作上
課和訓練。此外，新辦公室也會有一個書
室，以及一個小小的閱讀空間，給弟兄姊
妹來選購明道社的書籍，並輕輕鬆鬆地坐
下來，享受閱讀神話語的樂趣。請為我們
禱告，以致無論在經濟或裝修、搬遷等方
面，都經歷神的帥領和供應。

在八月，我們將有一位新同工加入為明

道社的執行主任，在教導神話語上與我們同

工（今期《明道通訊》有他的分享）。請為

我們的隊工禱告，讓我們在使命上同心，在

恩賜上彼此配搭，以致神的道更被興旺。

多謝你們對明道社的支

持和代禱，以致我們繼續放

膽去為神、為弟兄姊妹做更

多、更大的事。

你們的同道人

黃儀章
2010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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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同路人，多謝你們在過去一年對明道社的支

持。我帶著感恩的心，與你回顧過去一年明道社走過的路。

I. 培訓

A. 精讀團契

  舉辦精讀團契是明道社一項主要的工作，目的是激勵
弟兄姊妹更愛讀神的話，幫助他們更明白神的話，並且
將神的話活用在他們每天的生活上。在過去的一年，我
們與5間教會（宣道會北角堂、播道會港福堂、九龍塘宣
道會、尖沙咀潮人生命堂、第一城浸信會）合共舉辦了
22個精讀團契，所研讀的經卷包括創世記1-11章、士師
記、以賽亞書、但以理書、傳道書、約翰福音、哥林多
前書和歌羅西書。參加的弟兄姊妹有2,493人，分別來自
220間教會。

  在2010年1月，我們更新了精讀團契的模式。新的
模式（詩歌敬拜—分組交流〔經文研討〕—老師講
解—分組分享〔經文應用〕）更強調明道和行道這兩方
面的一體性，好讓弟兄姊妹多走一步，就是明道以致於行
道。

B. 讀經課程

  應教會之邀請舉辦讀經課程是明道社另一項主要的工
作。在過去的一年，我們與18間教會合辦了22個讀經課
程，包括讀經有妙法、歸納式研經工作坊、士師風雲—
如何克勝個人主義、恩惠的故事—研讀路得記、神權人
權—研讀撒母耳記、詩篇新讀、從箴言書看基督徒應
有的生活智慧、從以賽亞書看信靠神、公義與慈愛—研
讀俄巴底亞書與約拿書、神與人同在—研讀約翰福音、
從保羅書信看彼此相愛、在基督裡合一的新群體—研讀
以弗所書、顛覆帝國的基督信仰—研讀歌羅西書、多元
世界．獨一真理—研讀歌羅西書、非凡信仰—從希
伯來書看信徒如何經歷基督教的卓越。參加的弟兄姊妹共
1,806位。

C. 聖言善道—新舊約證書課程

  在過去的一年，明道社也和建道神學院信徒領袖培訓
部合辦了兩個課程，分別是基本研經原理和摩西五經研
讀，參加的弟兄姊妹有78位。

II. 出版及銷售
除了以上的培訓，明道社第二項重點事工就是出版與聖經

講解有關的書籍。在過去的一年，我們共出版了16本書，再版

13本書。新出版的書有《以弗所書—在基督裡合一的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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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研經本及研習本〕》《脫胎換骨—

從哈該書和撒迦利亞書看事奉的更新》

《路得記—恩惠的故事〔研經本及研習

本〕》《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公義與

慈愛》《沙漠中的江河—以賽亞書對現

代人的啟迪》《歌羅西書—多元世界．

獨一真理》《神與人同在—從約翰福音

看基督如何彰顯神、臨近人》《活好我這

生—從傳道書看精彩的人生》《細看哥

林多前後書》《希伯來聖經導論》《以弗

所書—得勝有餘》《彼得前書—經歷

苦難進入榮耀〔研經本及研習本〕》《非

凡信仰—從希伯來書看基督徒的卓越生

命》《再看出埃及記》。

我們每星期會透過電郵寄出《明道

電子報》，而每期約有7,000位弟兄姊妹

收看。此外，每季我們也會出版《明道通

訊》。在過去的一年，我們出版了第22至

25期。

在銷售方面，在過去一年，我們共售

出書籍31,855本。但願神使用這些售出的

書，叫閱讀的弟兄姊妹得幫助。

III. 講座

A. 每逢單月：明道聖經專題講座

  從2010年1月開始，我們每逢單
月，在尖沙咀潮人生命堂舉行明道
聖經專題講座。至今，我們舉辦了4
次，分別是黃天相博士主講「從但以
理書看禍福的人生」、張略博士主講
「從雅各書看智慧的人生」、褚永華
院長主講「從馬太福音看基督門徒的
價值觀」、鄺炳釗博士和我主講「從
約伯記和傳道書看智慧的人生」，得
到弟兄姊妹的歡迎，參加的弟兄姊妹
共1,361人。透過聖經學者對聖經深
入的講解，讓弟兄姊妹更曉得如何
「從聖經」看⋯⋯。

B. 每年一度：明道聖經講座

  在2010年3月，我們也舉辦了每
年一度的明道聖經講座。為我們主講
的是美國三一福音神學院新約系副教
授鮑維均博士，而講解的經卷是歌
羅西書。在三堂的聚會中，參加者達
1,916人次。

IV. 網頁建設
在這個高科技時代，明道社嘗試努

力趕上。在過去的一年，我們在網頁建設

方面有顯著的進步。在內容上，我們大大

增加了更多、更充實的材料給弟兄姊妹享

用，包括明道文庫、明道電子報、網上研

經平台、聖地風貌相片集、聖經地圖、培

訓錄影、電子書試讀等。在功能上，我們

增強了網上報讀課程及講座系統、課程管

理系統、產品目錄系統、研習本答案下載

系統等。

因著以上兩方面的加強，明道社網頁

的點擊率，由2009年6月的216,063次大

幅度增加到2010年6月的1,105,695次。

除了有更多弟兄姊妹到明道社的網頁

瀏覽外，網站覆蓋的地域也大大擴張。覆

蓋範圍包括亞洲（中國、台灣、日本、泰

國、菲律賓、新加坡）、大洋洲（澳洲、

新西蘭）、歐洲（英國、德國、法國、西

班牙、瑞士、羅馬尼亞、俄羅斯）、非

洲、北美洲（加拿大、美國）和南美洲

（巴西）。明道社的網頁更獲邀參與台灣

聖經網基督教好站50票選活動，最高排名

第五位。

除了繁體版的網頁，我們在2010年2

月也開始了簡體版的網頁，好讓國內的弟

兄姊妹也可以使用。直至2010年6月，瀏

覽點擊達7,012次。

此外，在2010年4月，我們亦開拓了

明道社的英文版網頁，藉此幫助一些不懂

中文的弟兄姊妹，或明道社所邀請的外來

講員，認識明道社的使命和工作重點。

另一方面，我們把培訓課程（專

題講座、精讀團契、讀經課程）製作成

Youtube影片，上載至互聯網。在過去的

一年，總瀏覽網友達7,334人次。同樣的

材料也製作成土豆網影片，上載至互聯

網，給在國內的弟兄姊妹收看。在過去的

一年，瀏覽讀者達2,354人次。

但願神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手

所作的工，願神堅立。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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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一年，我們將在以下幾方面，靠

著神的恩典，全力以赴，為神拼搏：

I. 培訓
在精讀團契方面，新的一年明道社將和兩

間新的教會合作，開辦新的精讀團契。這兩間新

的合作伙伴教會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上水

堂和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我們期盼透

過與這兩間教會合辦精讀團契，神的道能夠進一

步在上水和馬鞍山被興旺起來，更多住在較遍遠

地區的弟兄姊妹能夠進深明白神的道。

在晚間課程方面，在新的一年，我們將開

辦平信徒聖經希臘文班，藉此幫助一些認真追

求，以及渴望原汁原味讀聖經的弟兄姊妹，在原

文上得著一些造就。這是一個一年制的課程，也

是一個需要弟兄姊妹堅持讀下去的課程。一開始

報名，弟兄姊妹反應熱烈，已超額收了30位弟

兄姊妹。

II. 出版與銷售
秉承明道社一貫的宗旨，為讀者提供研

經、查經、解經的讀物，我們在新的一年計劃

出版的書包括：《異象的人生—從尼希米記

看建造生命的工程》《前車之鑒—使徒行傳

進解》《耶穌的比喻〔上下冊〕》《創世記12-

50》《馬可福音〔研經本及研習本〕》《詩篇

卷二〔研經本及研習本〕》《猶大書／雅各書》

《士師記／路得記》《利未記〔研經本及研習

本〕》等，我們也正在籌備《OIA研讀版聖經》

的創作和製作事宜。願這些材料都蒙神悅納和使

用。

至於銷售方面，我們期盼以下渠道能把書

刊送到弟兄姊妹的手上，成為他們蒙福的途徑：

A. 繼續透過現有的渠道

B. 強化新辦公室內新書室的運作

C. 開拓新的渠道，例如新書分享會、研
經工作坊等

D. 開拓國內和其他地方的銷售

III. 講座
在2011年10月我們將舉辦一年一度的明道

聖經講座。感謝神為我們預備了著名舊約學者，

前美國三一福音神學院舊約教授和教務長、哥

頓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 em i n a r y）神學院院長華德凱瑟博士（D r . 

Walter Kaiser）前來主講耶利米書。我帶著期盼

的心情，等待這位分量十足的學者來臨，也深信

到時透過他精彩的講解，神將大大賜福給香港的

弟兄姊妹，叫我們得著上好的福分。

至於每單月舉行的明道聖經專題講座，感

謝神亦已為我們預備了非常好的講員，包括中國

神學研究院副教授李思敬博士、香港神學院聖經

科老師張祥志講師、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新約副教

授曾思瀚博士、新加坡浸信會神學院客席教授孫

寶玲博士和筆者。

IV. 網頁發展
在網頁內容上，我們會加強網上研經平台

（介紹每卷聖經的內容，並加入註釋）的資料，

且將它與聖經地圖、相片集、文庫等平台整合，

使之成為一個網上研經中心。

此外，為著配合新辦公室，我們將會加強

伺服器功能、網站功能和內部檔案保安，增加互

聯網連接線數量，以致能夠承載與日俱增的瀏覽

人次，叫更多弟兄姊妹，不單是香港的，更有來

自全球各地的華人基督徒，透過明道社的網頁，

得著幫助和造就。

V. 更大的挑戰
為著迎接更大的事奉、為著叫神的道更加

興旺、為著叫更多弟兄姊妹得著幫助，我們感謝

神預備了前九龍塘宣道會傳道人林惠健先生，他

於2010年8月1日加入明道社為執行主任，負責

統籌明道社的培訓工作，包括精讀團契和讀經課

程，並參與教導事奉。我們也要額外的感謝神為

我們預備了新的辦公室，以致我們有較大的地

方，為神大展拳腳。新的辦公室位於新蒲崗雙喜

街匯達商業中心。若神願意，我們計劃於2010

年尾或2011年初搬入新的辦公室。請你記念新

辦公室的裝修工作，好讓每寸地方都用得著。在

這個新的辦公室內，將有一個能夠容納約70位

弟兄姊妹上課的課室。我的禱告是，這裡成為一

處弟兄姊妹得著神賜福的地方；我更禱告這裡是

神得著榮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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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記下二十三章1至5節，是大衛來

到晚年，人生將盡的時候，總結自己一生的

一首詩歌：

 以下是大衛末了的話。耶西的兒子
大衛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膏的，作
以色列的美歌者說，耶和華的靈藉
著我說：他的話在我口中。以色列的
神、以色列的磐石曉諭我說，那以公
義治理人民的，敬畏神執掌權柄，他
必像日出的晨光，如無雲的清晨，雨
後的晴光，使地發生嫩草。我家在神
面前並非如此；神卻與我立永遠的
約。這約凡事堅穩，關乎我的一切救
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豈不為我成
就嗎？

若拿這詩歌與第二十二章的詩歌比較，

我們可看到一幅更大的圖畫，從而加深我們

對神的認識和稱頌。第二十二章整篇是一首

詩歌，且收錄為詩篇第十八篇。二十二章1節

告訴我們，當時大衛正值盛年：當耶和華救

大衛脫離一切仇敵和掃羅之手的日子，這

大概是掃羅被殺之後不久，也就是大衛可以

名正言順登上寶座的時候。大衛說：

 他又領我到寬闊之處；他救拔我，
因他喜悅我。耶和華按著我的公義報
答我，按著我手中的清潔賞賜我。因
為我遵守了耶和華的道，未曾作惡離
開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
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離棄。我在
他面前作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遠
離我的罪孽。所以耶和華按我的公
義，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潔賞賜我。慈
愛的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待他；清潔的人，你以清潔
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彎曲待他。困
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察
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耶和華啊，
你是我的燈；耶和華必照明我的黑
暗。我藉著你衝入敵軍，藉著我的神
跳過牆垣。（二十二20∼30）

年輕時的大衛行為正直、作事公義。他

兩次不伸手加害於掃羅，只因為尊重他是神

的受膏者，這樣的敬畏沒有誰可以相比。所

以他可以說出這一番話：慈愛的人，你以

慈愛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

清潔的人，你以清潔待他；乖僻的人，

你以彎曲待他。

然而來到人生的盡頭，大衛的詩歌變了

調：那以公義治理人民的，敬畏神執掌

權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無雲的清

晨，雨後的晴光，使地發生嫩草。我家

在神面前並非如此。讀撒母耳記下，來到

第二十三章，大概已經對大衛如何殺人搶妻

的事有所了解，還有由之衍生而來的暗嫩姦

妹、押沙龍叛變等事件。我家在神面前並非

如此才是大衛一生的寫照。儘管他年少時如

何敬畏神、如何遵行神的道，又如何保持自

己手潔心清，但有一天他犯了錯，得罪神，

就給自己的家帶來刀劍、姦淫的禍害。

不過，大衛的一生並沒有停在這裡，

他的詩歌繼續下去：我家在神面前並非如

此；神卻與我立永遠的約。這約凡事堅

穩，關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

的，他豈不為我成就嗎？儘管，蓋棺論

定，大衛並不是一個慈愛的人、完全的人、

清潔的人，神卻與他立永遠的約。永遠的

約，就是「永遠的」約，絕不因大衛行為不

再正直、作事不再公義而有損，因為守約的

是耶和華，祂是滿有恩慈、憐憫的神，神的

永約不會因人的行為而有所動搖。

再者，馬太福音第一章記載了耶穌基督

的家譜。一章6節提及大衛，說：耶西生大

衛王。大衛從烏利亞的妻子生所羅門。家

譜裡面出現大衛的名字固然是必然的；然而

在記載後裔時，為甚麼不像其他名字那樣，

只說「大衛生所羅門」，或者好像其他載有

女性名字的公式，說「大衛從拔示巴氏生所

羅門」，卻偏偏特別記著烏利亞這個名字？

可知道這個名字在大衛的一生是個恥辱。不

我家在神面前
並非如此

講員： 李思敬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副教授；

 9月份明道聖經專題講座講員）

摘錄： 陳秀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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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雖然如此，在神眼中卻有不同的意義。

假如神真的如大衛盛年時所說的，慈愛的

人，你以慈愛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

待他；清潔的人，你以清潔待他，那麼晚年

的大衛根本就沒有機會這樣回顧自己的一生。

假如神行事的法則真是這樣，我們根本沒有一

個人可以活得過一天。

神卻不是這樣。烏利亞的名字在耶穌基

督的家譜出現，是要提醒讀者，神不是按我們

是否慈愛、是否完全、是否清潔來待我們；神

乃是按祂的慈愛、祂的憐憫、祂的恩慈來待我

們。神容許烏利亞這件醜聞出現在耶穌基督的

家譜，正是要讓我們明白，祂不介意我們人生

裡面的軟弱，即使在我們自己看來那是何等污

穢、何等羞恥、何等無可饒恕；於祂來說，人

的軟弱並不影響祂的恩慈。

聖經記載的人物，從來沒有樣板人生。

聖經裡沒有一個人物是無瑕無疵的；神也不

要我們裝扮到自己無瑕無疵；甚至我敢說，

神根本不要我們努力使自己無瑕無疵。偉大

的保羅面對自己的軟弱時，他也承認：恐

怕我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

上；他只能仰望神的恩典；因此神回應他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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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後十二7∼9）。

這根「刺」雖然惹來不少推測，而大部分人

都認為那是指疾病，我卻以為是指某種罪的

引誘，足以讓撒但攻擊他（林後十二7），也

足以使保羅在羅馬書七章24節高呼：我真是

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不

過也正因如此，他嘗到了靠著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就能脫離（羅七25）的滋味。

或許，「我家在神面前並非如此」同

樣是我們人生的本相，我們都免不了得罪

神，可是，神卻與我立永遠的約。我不是

說，我們可以「放膽犯罪」（sin boldly）；

而是說，我們必須相信「惟獨恩典」（sol a 

gratia）。惟獨恩典─只是恩典，是神堅持
的賜予，是神堅守的永約，非關我們配得上

不配得上。

（內容取自中國神學研究院2009年6月份「安息（內容取自中國神學研究院2009年6月份「安息

在週一」聚會，最後兩段為摘錄本文的陳秀慧姑在週一」聚會，最後兩段為摘錄本文的陳秀慧姑

娘的個人省思。文章經李思敬博士審閱，又蒙中娘的個人省思。文章經李思敬博士審閱，又蒙中

神允准刊載，謹此鳴謝。）神允准刊載，謹此鳴謝。）

撒母耳記上第七章簡潔地記載撒母耳的

興起，成為以色列人的士師，引導以色列人歸

向耶和華，且帶領他們打敗非利士人，取回失

去的城邑。在這書卷中，撒母耳扮演重要的角

色，其幼年、壯年及老年三個人生階段，都要

履行重要的職責。

幼年
（一1∼六
21）

壯年
（七1∼17）

老年
（八1∼
三十一13）

他讓母親哈拿
蒙福─夢想
成真；也讓師
傅以利確定咒
詛必成。

帶領以色列人
歸向神，並制
伏非利士人。

為以色列人膏
立了首二位君
王。

在首尾兩個階段，撒母耳是故事中的重

要配角。他是母親哈拿心中的夢想，他的出生

引發哈拿歌頌神，宣示了此書卷主要的神學信

息─尊耶和華為聖。尚是童子的他，已開始

領受神的默示，向不尊耶和華為聖的師傅以利

宣告永遠的刑罰。老年的撒母耳面對厭棄耶和

華的百姓，在警告無效後，為他們膏立掃羅為

王。可惜掃羅一而再地厭棄耶和華的命令，於

是撒母耳又要扮演「凶訊傳遞者」的角色，重

複向自己悉心栽培的徒弟宣布刑罰，甚至死後

也被迫要多說一遍。

相比之下，聖經作者對撒母耳的人生最後

階段（即他作以色列最後一任士師的時期）描

寫得較平淡。他勸服以色列人除掉偶像，歸向

馮耀榮博士

（明道社董事及明道研經叢書《撒母耳記上》作者；

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系副教授）

到如今
　耶和華
都幫助我們
⋯⋯（撒上七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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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七3∼6），卻沒有留下令人難忘的演

說；1 他也制伏了以色列人所懼怕的強敵非利士

人，甚至從他們手中收回失去的一切城邑領土

（七7∼17），卻沒有對他有任何歌功頌德；2 

同樣，他的戰事可謂順利，卻不帶戲劇性，唯一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將一塊石頭立在米斯巴

和善的中間，給石頭起名叫以便以謝，說︰

「到如今耶和華都幫助我們」（七12）。

以便（´�n）原文是石頭之意，以謝（`zr）
是幫助之意，兩者合併可解為「幫助的石頭」。

它與四章１節的以便以謝是否為同一個地方，還

是不同的地方用上相同的名字，聖經沒有清楚交

代。3

從前以色列人在以便以謝遭非利士人打敗，

耶和華的約櫃也在此被擄。撒母耳為石頭起名叫

以便以謝，明顯是將兩場戰爭作一聯想。一敗一

勝發生在同一個地方，或許撒母耳想用同一個地

名，紀念戰敗戰勝的經歷。又或許，撒母耳起名

的目的，不單是要告訴以色列人，耶和華會幫助

他們，且更要特別提醒他們，耶和華可以在他們

失敗之處幫助他們得勝。

以色列的長老
對神半信半疑

撒母耳提醒以
民要專心歸向
神

半信半疑
與

專心歸信

以色列的長老
曾經質疑神，
說︰「耶和華
今日為何使我
們敗在非利士
人面前呢？」
（四3a）

撒母耳對以色
列 全 家 說 ︰
「⋯⋯專心歸
向耶和華，單
單地事奉他。
他必救你們脫
離非利士人的
手。」（七3）

神聖的約櫃
與

平凡的石頭

以色列的長老
又 提 議 說 ︰
「我們不如將
耶和華的約櫃
從示羅抬到我
們這裡來，好
在我們中間救
我們脫離敵人
的手。」（四
3b）

撒母耳⋯⋯給
石頭起名叫以
便以謝，說︰
「 到 如 今 耶
和 華 都 幫 助
我們。」（七
12）

上次在以便以謝的敗仗，使以色列的長老

質疑耶和華為何使他們戰敗，可是，他們又企盼

神的約櫃可以救他們脫離敵人的手。這種半信半

疑的態度，與撒母耳要求以色列人專心歸向耶和

華，形成鮮明的對比。4 以色列人若未能遵照撒母

耳的教導，或如哈拿歌頌神那樣，全心全意尊耶

和華為聖，那麼神聖如神的約櫃，對他們也是沒

有幫助的。這絕非神不能幫助，而是祂不會受控

於人。當約櫃在戰場上沒有彰顯能力幫助以色列

人，卻在敵人的地方彰顯災禍的能力，這就表明

神不會受人的手操控─無論那是敵人的手還是

以色列人的手。

內心的敬虔可以透過外在的實物表達出來。

神的約櫃是神聖之物，以利的兒婦為約櫃的被擄

而哀慟至死，她對神所存的敬愛是值得欽佩的；

大袞的祭司因其偶像在廟宇門檻上折斷，平凡的

門檻也變得可畏起來。後來，撒母耳給一塊平凡

的石頭起名，紀念耶和華的幫助，乃是將平凡變

神聖。

以利的兒婦

（四22）

大袞的祭司

（五5）

撒母耳

（七12）
表達敬

虔之物

約櫃 門檻 石頭

以色列的聖

物

非利士人的

廟宇

平 凡 的 石

頭

撒母耳記上首個大段落（一1∼七17），以

撒母耳給石頭起名作結。他這行動將這段落的主

要人物貫穿起來，彼此映襯，清晰地確立了本書

卷的主題─尊耶和華為聖。

到如今
　耶和華

明道通訊 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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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撒母耳是第三個起名紀念耶和華的人

物︰

哈拿

（一20）

以利的兒婦

（四22）

撒母耳

（七12）
命名 給兒子起名

叫撒母耳

給兒子起名

叫以迦博

給石頭起名

叫以便以謝
名字的

意義

「 這 是 我

從 耶 和 華

那 裡 求 來

的。」

「 榮 耀 離

開 以 色

列 ， 因 為

神 的 約 櫃

被 擄 去

了。」

「 到 如 今

耶 和 華 都

幫 助 我

們。」

由第一章至第七章，故事情節的演進，以哈

拿與撒母耳兩母子的行動作了首尾的呼應。母親

哈拿在耶和華面前傾心吐意，她生子的心願蒙應

允，除去了因不育所帶來的羞辱和苦楚。兒子撒

母耳帶領以色列人專心歸向耶和華，代他們呼求

耶和華而蒙應允，5 使以民得脫離非利士人的攻

擊，從敵人手上奪回失去的城邑領土。無論是個

人心願的達成，或是國家民族的安危，他們兩母

子都全心全意倚靠耶和華，這都成為我們絕佳的

榜樣。處於這兩個典範中間的，是以利的兒婦為

兒子命名為以迦博，藉此表達其對約櫃被擄的憂

心。別人蒙福敬虔，自己卻為親人所累，面對死

亡，面對神的離去，處境更顯不幸。聖經作者向

我們交替展示兩種絕然相反的人生際遇，相信目

的是要我們作深刻的反思，而非簡單地為兩者定

出優劣。

1 上一章，非利士人的祭司教導自己百姓歸榮耀給耶和
華，他們的演說比撒母耳的更詳細︰

非利士人的祭司勸服
非利士人歸榮耀給耶和華

（六1∼18）

撒母耳勸服以色列人
專心歸向耶和華
（七3∼6）

詳細教導非利士人怎樣向
耶和華賠罪，又勸勉他們
歸榮耀給耶和華。

勸勉以色列人要除掉偶
像，歸順耶和華。

2 無論是從前的士師參孫，或後來的掃羅王，都是死在
非利士人的手下。相比起來，撒母耳平生作士師，
既能戰勝強鄰非利士，令他們不敢再侵犯以色列的
境界，同時又使以色列人與亞摩利人和好（七13∼
14）。可以說，撒母耳為以色列人締造了一個和平而
敬畏神的世代。

3 參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一）》（香港︰天道書
樓，2001），頁253。

4 以色列人當時既事奉耶和華，又敬拜其他偶像，是他
們對神半信半疑最好的寫照（七3）。

5 哈拿在耶和華面前不住地祈禱（一12）；以色列人則
請求撒母耳不住地為他們呼求耶和華（七8）。

哈拿與撒母耳都強調，他們所得著的是出於

耶和華，這點又正好與以利對刑罰的回應，成了

強烈的對照︰

哈拿

（一20）

以利

（三18）

撒母耳

（七12）
出於耶

和華

「 這 是 我

從 耶 和 華

那 裡 求 來

的。」

「 這 是 出

於 耶 和

華 ， 願 他

憑 自 己 的

意 旨 而

行。」

「 到 如 今

耶 和 華 都

幫 助 我

們。」

出於耶和華

的福樂

出於耶和華

的禍患

出於耶和華

的幫助

人當然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在不否定這前

提下，聖經作者藉這些人物的遭遇，以確立「禍

福都是出於耶和華」這信息。以利甘願接受神的

刑罰，不單失去永蒙應許的事奉（二30），更遭

神永遠追究其罪孽（三13∼14）。刑罰的嚴厲

難免叫聽見的人都必耳鳴（三11），以利卻甘

願神的意旨成就。沒有半點的爭辯，沒有絲毫的

抗拒，勇於接受生命的逆轉，這是令人難忘的借

鑑。

（本文撮錄自作者未曾出版的明道研經叢書《撒母

耳記上》。） 

都幫助我們
⋯⋯
（撒上七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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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細記載可參撒上十八20∼十九17，
二十五43∼44；撒下三1∼5；代上三1∼
9。梁啟興：〈悲劇中的悲劇〉（建道神
學院道學碩士論文，2003），頁30。

2 Robert Alter, The David story: a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of 1 and 2 Samuel (New 
York: W. W. Norton, 1999), 115.

3 奧爾特著，黃愈軒、譚晴譯：《聖經敘述
文的藝術》（香港：天道，2005），頁
209。

4 區祥江：〈大衛與米甲的愛恨〉《基督教
週報》第2021期（2003年5月），頁4。

5 Alter, The David story, 230.

大衛─一位被譽為以色列民族中最偉大
的英雄，他超凡脫俗、聰明、英俊，集詩人、音
樂家、戰士、最高領導人於一身；他擁有王者風
範、叱吒戰場，但回首他的一生，確實由很多愛
與恨、得與失交織而成。他的成王之路更與他的
情史密不可分，他一生中有很多妻子，妃嬪無
數，1 不過，他最愛的是誰？應該說，他最愛的
是甚麼？

I. 未曾深愛已無情的情人：
大衛—米甲—權力

大衛與米甲第一次相遇記載於撒母耳記上
十八章17至29節。故事記載掃羅為了剷除大
衛，故借口把次女米甲嫁給大衛。然而，經文確

實指出米甲愛大衛，這話在經文中出現了兩次
（撒上十八20、28），是聖經中唯一直接表達
一位女子愛一位男子的描述，2 所以米甲愛大衛
是毫無疑問的，而且經文指出連身旁的人也留意

到（掃羅的次女米甲愛大衛，有人告訴掃
羅，掃羅就喜悅〔撒上十八20〕），因為掃
羅知道米甲的愛意，也是周遭的人向他說的。由
此可見，米甲愛大衛的心已是眾所皆知，不過大

衛又是否愛米甲？經文只是記載大衛就歡喜作
王的女婿（十八26），再者，敘述者在第27
節更強調大衛迅速完成任務（即掃羅要求大衛呈
上一百非利士人的陽皮作為聘禮），而且數目更

超過原本的要求，目的為要作王的女婿。故
此，我們可以清楚看見米甲愛大衛被掃羅視為
擊殺大衛的手段，但同時對大衛而言，也是一個
政治上的籌碼，使他可以早日踏上王者之路。

其後，當大衛逃亡之際，掃羅把米甲給
了迦琳人拉億的兒子帕提（另一個翻譯作「帕
鐵」）為妻，然後到大衛在希伯崙作王的時候，
便娶回米甲。不過，在米甲返回途中，敘述者

用了一句很簡短的話描述當時的情形：米甲的
丈夫跟著她，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戶
琳（撒下三16）。帕提對妻子的依依不捨，正
好凸顯大衛對米甲的無情冷酷，因為米甲離開他
這麼久，他從沒有為她留下一滴淚；再者，大衛

李錦棠先生（明道社執行主任）李李李李李錦李錦李錦李李錦錦李錦錦錦李錦李錦錦李錦李李錦錦錦錦棠先棠先棠棠先棠先先先先棠先棠先先先先先先先棠先先棠棠先棠先先棠棠先棠先先先棠先棠先棠先先先棠先棠先先棠先棠先棠先先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明道（明道（明道明明道明道明道道道（明道明明明明（（明（（ 道（（（（明（明 社社社執行社執行社執行社執行社 行主任）主任）主任）主 ）任

─大衛的最愛？
是次接回米甲，也可能是政治上的目的，為要贏
得掃羅家的擁護，奠定自己作為掃羅王女婿的身
分，是合理繼承王位的人選。3

到了撒母耳記下第六章，也是經文記載米
甲與大衛最後的一次對話。當大衛把約櫃運進大
衛城之後，米甲從窗戶看見大衛雀躍跳舞，經文
就描述她心裡輕視他（撒下六16），然後接著
的一連串對話都充分表達出他們二人的破裂關

係。米甲諷刺大衛說：以色列王今日在臣僕
的婢女眼前露體，如同一個輕賤人無恥露
體一樣，有好大的榮耀啊（撒下六20）！
米甲的話顯然是直斥大衛輕賤無恥。於是大衛便

還以顏色：這是在耶和華面前；耶和華已
揀選我，廢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作
耶和華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華
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為輕
賤。你所說的那些婢女，她們倒要尊敬我
（六21∼22）。大衛的話意味著米甲現在不再
是公主的身分，即使她不尊重我，也不介意，因
為尊敬我的人，多著呢！4 經文最後用一句話描

述米甲：掃羅的女兒米甲，直到死日，沒
有生養兒女（六23）。米甲的不育，可能是
由於大衛把她打入冷宮，5 但無論怎樣，作者有
意把大衛和米甲的關係作鮮明的刻畫，我們實在
從米甲的經歷看到權力的鬥爭，她如何在大衛登
上以色列王的身分之後漸漸退出故事的舞台。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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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互惠互利的情人：
大衛—亞比該—財富

亞比該這人物正好跟米甲相反，她較為主動，
懂得為自己抓緊機會。在撒母耳記上第二十五章一
開始，經文即為大衛將來娶拿八妻子亞比該一事埋
下重要的線索。首先，拿八是一名大財主，非常富
有；第二、他的產業在迦密，而迦密屬於猶大的一
座城（書十五55），撒母耳記上十五章22節記載
掃羅打敗亞瑪力人之後，曾在此地立碑紀念，故當
地有不少人都效忠於掃羅；第三、拿八是迦勒族的
人，而希伯崙和鄰近的城邑都歸迦勒族人所有，故
此，迦勒族佔有了猶大南方一帶地區，也成了猶大
支派中最重要的家族。有學者更指出拿八可能是當
時迦勒族的族長或希伯崙一帶的王，但無論怎樣，
大衛後來娶了亞比該為妻，除了可得到拿八的財富
之外，其後對他在希伯崙作王更是具有絕對的關
連。6

整個故事主要記載大衛與跟隨他的人在瑪雲
曠野曾幫助富戶拿八看守他的羊群，其後趁收割的
日子便派人到富戶家中要求回報，不過，拿八竟以
惡報善，於是大衛便大怒，並帶著四百人要對付拿
八。不過，故事最末描述拿八死後，大衛娶亞比該
為妻。無可否認，拿八的死無論對於亞比該和大衛
來說都是有利的。在故事的尾聲，經文很快便描述

大衛娶亞比該：於是大衛打發人去，與亞比該
說，要娶她為妻。大衛的僕人到了迦密見亞
比該，對她說：「大衛打發我們來見你，想
要娶你為妻。」亞比該就起來，俯伏在地，
說：「我情願作婢女，洗我主僕人的腳。」
亞比該立刻起身，騎上驢，帶著五個使女，
跟從大衛的使者去了，就作了大衛的妻（撒
上二十五39∼42）。敘述者用很快的節奏便交代
大衛和亞比該的婚姻，箇中可以看出亞比該沒有為
拿八的死而傷心，而且她騎上驢，帶著五個使女，
這是財富的象徵，可能暗示她把拿八的財富也轉移
給大衛。故此，大衛與亞比該的婚姻可謂是一項互
惠互利的交易，亞比該可以作王的妻子，而大衛可
以奪取拿八的財富；當然，最重要如上文所言，他
可以擁有希伯崙和猶大南部一帶的統治權，加上在
整件事上，我們看不見大衛和亞比該有彼此相愛的
痕跡，由此可見，大衛娶亞比該也是為自己鞏固政
治實力，亞比該都只不過是他的一塊踏腳石吧！

III. 剎那衝動的情人：
大衛—拔示巴—情慾

撒母耳記下第十一章的主角包括大衛、赫人烏
利亞和其妻子拔示巴。故事主要圍繞大衛被眼目的
情慾所動，跟烏利亞的妻子拔示巴發生一夜情。

拔示巴甫出場，即表現為一個被動的角色，她

被大衛看上、被召入宮，後來因為身懷六甲而使大
衛設計殺死烏利亞，最終她又被召嫁進宮中。7 這
一連串劇情均反映拔示巴被視為一個客體，加上在
整件事件中，拔示巴的名字只出現過一次，其他多
以「婦人」稱呼，由此可見，在大衛的眼中，拔示
巴只是一件物件，8 是大衛情慾的工具。

此外，故事多次用xl;v '（send）來形容大衛
的行動（撒下十一1、3、4、5、6〔3次〕、12、
14、18、22、27）：大衛「差派」約押出征、
「差派」人去打聽看中的拔示巴，然後「差派」人
去把她接來。到拔示巴懷孕之後，他又「差派」人
到約押那裡，要「打發」烏利亞回來，然後又試
圖「打發」烏利亞回家，到烏利亞完全不受控制
後，大衛又叫他將「死亡之信」「送給」約押。9 

故此，整個描述均突出大衛自恃為王，一直以為自
己掌握大局，到後來烏利亞被殺的一幕，更是全然
顯露出大衛的權力慾和控制慾，由以上種種跡象可
見，大衛娶拔示巴是要滿足他的情慾和權力，宣示
自己作為「主體」的特權。

IV. 結語

人的一生往往由得與失組成，古往今來，
人最痛苦的事莫過於「失」─失戀、失業、失
錢、失去生命等；而一般來說，人最開心的事，
當然是「得」─得錢、得名、得權力、得美
人等等。對於大衛來說，他得到的是甚麼？最愛
的又是甚麼？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標，

耶穌說：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太
六33）。馬丁路德金（Mar t i n  Lu the r  K i ng）
是一位牧師，他生前的一番話值得我們反思： 
「我時常會想到自己的死，也會想到自己的喪
禮。⋯⋯當我死的時候，我不要冗長的喪禮。若
有人為我宣讀頌文，告訴他，不要講得太長；
告訴他，別提我得過諾貝爾和平獎，那並不重
要；告訴他，別提我在甚麼學校念過書⋯⋯。
⋯⋯我不會留下多少金錢，也不會留下甚麼貴重遺
物。然而，我希望留下委身的見證。⋯⋯若我能盡
基督徒的本分，若我能把福音帶給這個世界，若我
能將主教導的信息傳揚，那麼，我將不枉此生。」

6 詹正義：《撒母耳記上（卷二）》，天道聖經
註釋（香港：天道，2001），頁261-64。

7 梁啟興：〈悲劇中的悲劇〉，頁36。

8 區祥江：《男人的命途—從大衛王的抉擇三
思自身》，第二刷（香港：突破，2003），
頁125。

9 蔡定邦：〈大衛的家庭糾紛與權力爭奪：一
個敘事倫理詮釋〉《山道期刊》卷九第一期
（2006年7月），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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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坐滿了禮堂，連副堂也坐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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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容看：
詩篇是讚美用的詩歌集，第一篇是智慧

詩，與第二篇一起構成全卷詩篇的導言，以
「有福」為主題。世上有很多快樂稍縱即逝，
「有福」的快樂卻是指擁有超越客觀環境的喜
樂，一種平靜信靠的心態。一個蒙福的人喜愛
耶和華的律法，以神的道為他生命中最親密和
重要的對象。猶太人對親密關係的看法，是在
乎二人相似與否，所以蒙福的人會學像神，並
享受與神同在。蒙福的人扎根於神的律法，時
刻唸誦細嚼，謹守遵行，同時遠離得罪神、背
叛神的人，因此屹立如水道旁的大樹，不會隨
風搖擺，也不會枯乾，能以在患難中挺立，且
能成長結果，有益於人。詩篇第一篇是蒙福人
的素描，但願我們都選擇做個蒙福的人。

從5月到7月，本社一

連舉辦了四次聖經講座，

包括兩次專題講座及兩次

特別講座，幫助信徒研讀

雅各書、馬太福音、以賽

亞書和詩篇，讓弟兄姊妹

藉著神的話語反省他們的

人生。四次講座總計有

一千二百人次赴會，看著

他們從遠處的家裡，或從

辦公室匆匆趕到，實在為

他們感謝神。願天父使他

們的心靈飽足。今期摘錄

四次講座的內容精髓，與

弟兄姊妹分享共勉。

明道特別聖經講座

從詩篇看蒙福的人

內容摘要：
雅各書被視為新約的智慧書，一些生

活上熟悉的格言如「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皆出於雅各書。透過雅各書，我們可以學習
人生的智慧。智慧書往往用「兩條路」的格
式來表達截然不同的結果。雅各書主要講述

生命和死亡之路，一條是通向完全的生命，我們靠著
信心，經過試煉，最後得著生命的冠冕；但假如我們不能控制自己的情
慾，就會生出罪惡，令我們搖擺不定、心懷二意，最後我們就會走向死
亡。所以，我們人生的每一個抉擇都是生命和死亡的抉擇。

明道聖經專題講座

從雅各書看智慧的人生
講員：張略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教務長及

聖經科副教授）

講員：鄺炳釗博士（明道社榮譽社長）

黃儀章博士（明道社社長）　　

張略博士提醒我們，人生的每一個抉擇
都是生命和死亡的抉擇。

從結構看：
從宏觀角度閱讀詩篇，可見其每部分均是一個蒙福

人的寫照：第一及二篇的雙重引言以「有福的人」（一
1）和「都是有福的」（二12）為整卷詩篇點題；第三
至八十九篇是哀歌，表達出蒙福的人並非一帆風順，當
他遭遇困境，就向神發出哀求，因唯獨神是他真正的倚
靠，詩人採用避難所、磐石、盾牌和山寨等事物來顯明
神的可靠。第九十篇以後多是讚美詩，從哀歌到讚美，
凸顯蒙福的人在逆境中仍看見盼望，因神由始至終坐著
為王（九十∼一○○篇）。最後第一四六至一五○篇結
尾部分呼應引言，指出仰望耶和華神的人便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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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以賽亞生於烏西雅、亞哈斯、希西家王

的年代，適逢猶大國多事之秋。烏西雅作王年
間，文治武功，國勢強盛，可惜到晚年卻因心
高氣傲，使舉國仿效外邦人的風俗，敬拜偶
像，又炫耀自己的寶庫。亞哈斯繼位，行以色
列諸王的路，敬拜巴力。神藉亞蘭和北國聯軍
擊打猶大。在兵臨城下之際，神差以賽亞去見
亞哈斯，應許施行拯救。但亞哈斯並未因此回
轉信靠神，反而嘗試與亞述聯盟，以為可以倚
靠外交力量。其後希西家執政，他信靠神，神
垂聽他的禱告，助他殲滅當時最強大的軍隊。
以賽亞書第十三至三十九章記載了信靠神而得
的盼望信息，包括末世的盼望。

以賽亞經歷猶大國幾代君王的統治，在動
蕩變遷中，深切體會錢財、國勢、軍事力量皆
不可恃，惟信靠神，可以履險如夷，並在極度

黑暗的時代，透視盼望的曙光。左起：明道社執行主任李錦棠先生、明道社社長黃儀章博士、
　　　傳譯龍胡啟芬女士、講員加里史密斯博士、
　　　建道神學院信徒領袖培訓部主任蔡式平先生

明道．建道特別聖經講座

從以賽亞書看信靠神的人生

從馬太福音看基督門徒的價值觀
講員：褚永華博士（香港神學院院長）

內容摘要：
學者公認馬太福音是一卷教導的福音

書。它以五個段落，將耶穌的教導作標題式
的彙集，讓信徒易於掌握，並且清楚顯示耶
穌的教師身分。

馬太福音告訴我們，一旦成為耶穌基
督的門徒，生命的取向就會與舊群體差距愈
來愈遠。昔日那些以「信奉這道」為標記的
門徒，聽到耶穌主動的呼召，就立刻跟隨了
主；今日耶穌同樣呼召我們，我們是否立刻
回應？隨著耶穌降臨，天國已經進入了人類

講員：加里史密斯博士（Dr. Gary Smith，
美國田納西州傑克遜市聯合大學基督教研究教授）

褚永華院長勉勵我們不要逃避掙扎，
要立志過「完全」的生活。

明道聖經專題講座

的歷史，神國度的特性和關注，正是門徒的
生命與價值取向所在，其中包括：要憐恤貧
窮人和罪人、既重視群體也看重個體、竭力
培養完全的品格、警醒不犯罪，並委身於
神，以祂的國和義為優先。褚牧師更以一個
拉比的故事和一位大學教授的例子，勉勵我
們要勇敢面對生活，不能對世事不聞不問，
而是要立志過掙扎的人生，盡力幫助有需要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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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工介紹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

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

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書一7∼8）

從未想過有機會加入明道社成為同工，對我來說，這是一份

恩典，也是一個挑戰。明道社社長黃儀章博士是我的舊約老師，想

不到現在有幸成為他的同工。他在神學院常常教導我們神的話語，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鼓勵我們學習約書亞的榜樣─雖然年

輕，但奮勇直前、不計代價，並專心跟隨神。這些教導我一直銘記

於心。經過五年的牧會事奉，我更加體會到這世代的人的掙扎和需

要，原來人活著真的不是單靠食物（太四4），而是靠明白和遵行

神的話才能得著飽足。這些年來，我內心一直有一份負擔，要盡心

盡力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15），回應這時代的需要。想不

到這時候，黃博士和鄺博士竟邀請我加入明道社。我很高興，因為

神聽了禱告，但也感到壓力，因為我甚麼也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

神。神啊！求祢悅納使用。

也順道介紹我的家庭、教會、工作和事奉背景吧。我已婚多

年，太太從事教育工作，我倆一直參與九龍塘宣道會。婚後神賜我

們一子一女，兒子樂謙（6歲），女兒樂施（4歲），都長得活潑可

愛。我從前在大學修讀測量系（現為房地產及

建設系），畢業後曾任職測量師行的投資部門多

年。想不到的是，神多次多方呼召我全時間事奉

祂，我終於進入了播道神學院，並於2005年修

畢道學碩士課程，及後返回母會一直事奉至今。

再次想不到的是，神在去年開始引導我，專心於

聖經教導和栽培信徒的工作。因此，我決定於今

年初回應神給我的感動，八月起加入明道社事

奉。希望主內弟兄姊妹繼續用禱告托住小子，使

我有信心和毅力在自己崗位上盡忠竭力事奉！

林惠健
明道社執行主任 

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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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員埋首學習神的話

組長先做習作，然後發問討論黃儀章博士授課後與組長合照

黃儀章博士講授聖經

訓練班開課了！第一期訓練班共有八位組長

參加。他們都非常珍惜這難得的機會，認真聆聽

導師的講解，積極發問。雖然課室狹窄，但不減

他們的熱誠。感謝神預備這些有志考究聖經的組

長，看見他們學習孜孜不倦，相信他們接受裝備

後，定能幫助團友更投入查經，並更深入體會神

的話語。第二期訓練班即將於十一月初開辦，詳

情容後公布。

精讀團契
組長訓練班

明道社首次跟澳門聖經學

院合辦明道讀經課程的「從以賽

亞書看信靠神」，經已在七月圓

滿舉行。由社長黃儀章博士和執

行主任李錦棠先生負責教授，參

加者一共有二十七位。據澳門聖

經學院的同工分享，能夠有二十

多位弟兄姊妹參加，已是非常難

得。事實上，眼見每一位學員的

學習態度非常認真，又積極在堂

上討論和回應，絕對是神給我們

的激勵，叫我們更努力傳揚祂的

話語。

明道社首次明道社首次
　踏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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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視野釋經叢書

再看出埃及記
作者：邁耶斯博士（Dr. Carol Meyers）

翻譯：譚晴

內容介紹

出埃及記敘述以色列人受壓迫、得拯救、

出埃及、漂流曠野、與上帝訂立西乃之約，這一

切我們耳熟能詳的情節，究竟是歷史事實，還是

文學杜撰？大多數聖經學者採取中間立場，既認

識到聖經敘事包含歷史成分，也明白不能以簡單

的歷史來解讀聖經文本。為了突破歷史分析的陷

阱和不足，本書作者邁耶斯博士提出以記憶歷史

（mnemohistory）的進路來探究五經傳統。根據這

個觀點，描述民族起源的聖經傳統給理解為集體文

化記憶的現象，也是以色列民族的身分認同。

此外，作者亦不迴避思索某些解經甚至道德難

題，例如，上帝是否為了拯救一個民族─以色列

─而殘害其他民族？書中還引用許多古代近東的

相關背景，且特別留意與古代女性相關的課題。文

中二十餘篇「新視野解讀」和「新視野應用」也補

充了一般註釋書的空白，為研經者提供極具參考價

值的資料。這是一部啟發信仰，令人深思的作品，

值得一看再看。

作者簡介

邁耶斯博士，美

國布蘭代斯大學哲學博

士（主修近東及猶太

研究）。自1977年起

任教於美國杜克大學，現為該校宗教系瑪麗格雷

斯威爾遜教席教授。專長聖經研究及考古學，是

研究聖經世界中的女性的傑出學者。她所撰寫或

合著的書有十一本，編輯或合編的著作有五本，

包括Haggai and Zechariah 1-8、Zechariah 9-14；

其中Discovering Eve: Ancient Israelite Women in 

Context一書，是研究古代以色列女性的劃時代作

品；另一本著作Women in Scripture: A Dictionary of 

Named and Unnamed Women in the Hebrew Bible, 

the Apocryphal/Deuterocanonical Books, and the 

New Testament，則是到目前為止，最全面研究猶

太和基督教聖經中的女性的著作。

時代信息叢書

非凡信仰─
 從希伯來書看基督徒的卓越生命

作者：李振康博士

內容介紹

人間的領袖無論如何有魅力，也解決不了所有的問

題，也會使跟隨者失望。因為人類社會根本的問題是人

本身的罪性。每一個人，包括領袖，都是罪人。因此，

神差派主耶穌來到世上。主耶穌才是我們所需要的卓越

領袖。然而不少信徒在生命中遇到衝擊，或是在掙扎中

感到苦惱，或是在困境中感到無奈，未能經歷聖經中的

應許。他們有些正徘徊於放棄信仰的邊緣，更有些已經

放棄了信仰。這種情況在初期教會也曾出現，希伯來書

的寫成，正是為了鼓勵當時的信徒，堅立他們的信心。

本書定名為《非凡信仰》，是要強調基督教不但獨

特，而且是來自神的。本書的核心信息是，神要人經歷

卓越的生命。生命的基礎是非凡的基督，當人把信念建

立在主耶穌身上，並且追求實踐非凡的生活；那麼，經

歷卓越的生命，並非遙不可及。

作者簡介

李振康博士早年畢

業於加拿大西安大略省大

學，獲文學士學位（主修

心理學），其後在南亞路

德會神學院獲神學士學位。1991年獲中國神學研

究院頒授道學碩士學位，2005年獲建道神學院授

予教牧學博士學位。李博士曾任中學教師三年，

並於1983年開始全時間牧會，現為基督教香港崇

真會深水埗堂主任牧師。

除本書外，李博士還著有《脫胎換骨─從

哈該書和撒迦利亞書看事奉的更新》及《游刃有

餘─從彼得前書看信徒如何跨越逆境》，並與賴

若瀚博士合著《踐信於行─雅各書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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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信息叢書

前車之鑒─使徒行傳進解
作者：林榮洪博士

 （加拿大多倫多天道神學院教授）

本書是林榮洪博士的講章，現輯錄成書出版。

初期教會無疑是教會發展的藍圖，當中可供借鏡的

地方固然多，可作鑑戒的事例也不少。神的教會是

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今日若要振興教會和

拓展宣教，我們必須掌握使

徒行傳的信息，並且適切應

用其中的原則來解決教會當

前的問題。

初期教會的建立是聖

靈的作為，聖靈今日仍要透

過這卷聖經對後現代教會說

話。深信讀者透過本書的信

息必能聽到聖靈的呼聲。

時代信息叢書

異象的人生─
　從尼希米記看建造生命的工程

作者：郭文池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油麻地道真堂主任牧師）

公元前約444年，尼希米歸回耶路撒冷，帶領以色

列人重修城牆。這段歷史對以色列人舉足輕重，因為隨

著城牆重修，聖民群體也得以重建，預備基督的降臨。

全書共十五章，內中仔細分析尼希米記每一章經

文，闡述尼希米的眼淚與禱告怎樣影響他本身及以色列

人的命運；又解讀參與建城者名單的意義；同時剖析尼

希米在面對內憂外患時，如何一一克勝困難；此外，亦

記述以色列民怎樣藉著切實遵行神的話語，生命得到潔

淨和更新。書中信息與現今信徒的生活息息相關，必能

給讀者許多激勵與啟發。

時代信息叢書

耶穌的比喻（暫名）
作者：張慕皚博士

（明道社董事會主席、建道神學院榮譽院長、九龍城浸信會榮譽會牧）

耶穌基督有三分之一的教導採用了比喻，藉此教導人關於神國的道理。

所謂比喻，原意是把一樣東西放在另一樣東西旁邊比較。耶穌基督把神國的

道理置於日常事物旁邊比較，我們就能透過家常和眾人所熟悉的事物，來明

白深奧的真理，而且印象深刻。

耶穌所講的比喻，有一個基本的主題，就是「神的國度」。這個國度

隨著耶穌已經進入了人類的歷史，降臨在我們的生命裡。透過講解耶穌的比

喻，張慕皚牧師幫助我們反思，基督徒生活在神的國度裡，究竟意義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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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17日（五）7:30-9:30 pm

11月份「明道聖經專題講座」預告
1111月19日月19日：張祥志先生（香港神學院聖經科講師）：張祥志先生（香港神學院聖經科講師）

報名方法如下：

2. 網上報名：會員或明道之友請登入本社網站www.
mingdaopress.org報名。非會員或明道之友請先登
記成為會員或明道之友，然後辦理網上報名手續。
講座前一星期將有專人通知有關事宜。如有任何疑
問，請電郵至course@mingdaopress.org。

1. 電 郵 報 名 ： 請 電 郵 至
course@mingdaopress.org
報名，請提供姓名，並註明
講座的名稱。

費用全免

報名從速

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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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九龍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九龍尖沙咀寶勒巷25號；港鐵尖沙咀站D2出口）

講員：李思敬博士

撒母耳記用上整整四十章篇幅記述大衛生平，在舊約聖經中實屬絕無僅有。

全書以大衛三十歲和七十歲時所寫的兩首詩篇，作為他一生壓軸的蓋棺論定；讀

者不但因而得聞大衛擲地有聲的肺腑之言，更可融會貫通經文互動間直指基督救

贖的永約深恩。自《七十士譯本》《欽定本》《和合本》以還，「我家在神面前

並非如此」（撒下二十三5）這句話就必遭修訂刪改，在未來十年，舊約中文新

譯將陸續面世，有關學者宜審慎三思。

9月份「明道聖經專題講座」

從撒母耳記兩首詩篇看
大衛生平的蓋棺論定

 香港大學文學士、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神學碩士、蘇格蘭愛丁
堡大學優等道學士及哲學博士；現為多倫多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顧問教牧、中文聖經《新漢語譯本》舊約主編、香港中國神學
研究院副教授、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客座教授。出版包括Creation and 
Redemption in Isaiah 40-55（ABS 1995），《恩怨情仇論舊約》（更
新資源1997、明風2009第十版），《中文聖經註釋：約拿書》（基文
2002），以及四十套粵語舊約釋經講道錄音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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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聖經精讀團契　香港聖經精讀團契　
藉我賜恩福─創世記十二至五十章精讀
　黃儀章博士

早上課程 5/10-14/12（週二） 10:00-12:00 am 9堂
九龍塘宣道會
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

走過困境、邁向豐盛的人生─出埃及記精讀
　林惠健先生

早上課程 7/10-23/12（週四） 9:45-11:45 am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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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21/12（週二） 7:30-9:30 pm 10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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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出口）

活好我這生─傳道書精讀
　黃儀章博士

晚間課程

5/10-14/12（週二） 8:00-10:00 pm 9堂
九龍塘宣道會上水堂
新界上水龍琛路30號Ａ
（港鐵上水站B或D出口）

6/10-15/12（週三） 8:00-10:00 pm 9堂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
馬鞍山鞍誠街26號

堅強事奉之鑰─哥林多後書精讀
　陳鴻講師

早上課程 8/10-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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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鐵炮台山站B出口）

晚間課程 7/10-9/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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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間課程、講師 日期、時間 堂數 合辦教會及上課地點

從箴言書看基督徒應有的生活智慧
　黃儀章博士

4/10-25/10（週一）
7:30-9:30 pm

4

宣道會杏花村堂
香港杏花村第35座側翼
宣道會上書房中英文幼稚園
（港鐵杏花村站A1出口）

我信，但我掙扎─約伯記研讀
　林惠健先生

8/10-29/10（週五）
7:30-9:15 pm

4

宣道會國語堂
長沙灣東京街31號
恆邦商業大廈七樓
（港鐵長沙灣站A3出口）

恩惠的故事─路得記研讀
　黃天相博士

8、15、29/10 及
12/11（週五）
7:30-9:30 pm

4
宣教會恩磐堂
九龍大坑東棠蔭街7號
（港鐵石硤尾站B2出口）

詩篇新讀
　鄺炳釗博士

18/10-15/11（週一）
7:30-9:30 pm

5
播道會同福堂
銅鑼灣摩頓台11號

在基督裡合一的新群體─以弗所書研讀
　黃浩儀博士

5/11-26/11（週五）
7:45-9:30 pm

4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新界粉嶺馬會道301號
（港鐵粉嶺站C出口）

公義與慈愛─俄巴底亞書與約拿書研讀
　黃天相博士

26/11-17/12（週五）
7:30-9:30 pm

4
圓洲角浸信會（圓聚坊）
沙田圓洲角路11號
春暉花園一樓商場 E-F 鋪

聖言善道聖言善道──新舊約證書課程　新舊約證書課程　
明道社．建道神學院信徒領袖培訓部 合辦明道社．建道神學院信徒領袖培訓部 合辦

晚間課程、講師 日期、時間 堂數 上課地點

福音書研讀﹙新約科﹚
　鄺成中博士

6/10-24/11（週三）
7:30-9:30 pm 

8
建道神學院市區校園
香港灣仔蘭杜街2號麗都大廈1樓
（港鐵灣仔站B1出口）

11月19日：張祥志先生（香港神學院聖經科講師）

以上課程詳情請瀏覽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以上課程詳情請瀏覽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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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賜恩典的神為我們預備了一處新的辦

公室，就是位於新蒲崗雙喜街的匯達商業

中心（Win Plaza）。我們初步的計劃，

是在今年的年尾或明年的年初，從現在的

辦公室搬至新的辦公室。請為現時開始籌

劃裝修工程和其後一切搬遷事項禱告；最

重要的，願神使用這個新辦公室，盼望成

為一處讓人明白和學習神話語的地方。

2. 請記念林惠健先生在明道社的適應和投

入，願神使用他在明道社的事奉。

3. 9至10月，本社獲邀到以下教會的崇拜聚

會分享信息：圓洲角浸信會、柴灣平安福

音堂、香港浸信教會顯理福音堂、宣道會

愉景灣堂、加略山基督教會、中國基督教

播道會山福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寶雅福

音堂。求神賜福本社同工，能夠解明聖

經；又賜福與會的兄姊，得著悟性明白真

道，又得著力量遵行

4. 踏入暑期，本社開辦的讀經課程有「從箴

言書看基督徒應有的生活智慧」。另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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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課程為

「從創造到巴別：創世記第一至十一章精

研」。聖經精讀團契則講授約翰書信，題

為「彼此相愛」。此外，本社也首次開辦

「平信徒聖經希臘文班」，旨在幫助弟兄

姊妹從簡單的文法、單字入手，到能看懂

一些原文聖經。祈求神使用每一位講員，

透過他們激勵弟兄姊妹更加愛慕祂的話；

也賜福學員因遵行神的話而蒙福。

5. 請特別為參加「精讀團契組長訓練班」的

組長禱告，願他們研讀聖經和帶領查經的

技巧得以提升，事奉的心志也得以挑旺和

更新。第二期訓練班將於十一月初舉行，

求主繼續給學員力量，叫他們明道又行

道。

6. 本社與澳門聖經學院合辦的讀經課程已經

圓滿結束，有二十七位學員出席，看見弟

兄姊妹熱切追求認識聖經真理，實在為他

們不斷感恩；同工們雖舟車勞頓，但亦大

得鼓舞。願神的話語在各處被高舉和宣

揚。

7. 過去兩個月，本社出版新書凡四本，重印

書籍一本；在未來三個月，也將有四本新

書面世，重印書三本。我們把這些勞苦的

成果呈獻給神，願它們在神的手中，成為

信徒生命成長的幫助。

8. 加拿大辦事處已於7月28日開始，逢星期

三晚上7時至9時半，舉辦歸納式查經法

課程，這課程是跟基督教頌恩堂協辦，免

費提供給報讀在9月開辦的加拿大聖經精

讀團契的弟兄姊妹參加。有46人報名，

求主保守他們學習的心。另外，辦事處將

於9月下旬，分別在溫哥華（由基督教頌

恩堂協辦）和列治文（由列治文華人浸信

會協辦）舉辦聖經精讀團契，是次查考的

書卷是傳道書。為了控制分組人數不會過

多，每個地方只限收48人，即兩個地點

合共96人。願參加者不單頭腦上明白神

的道，更能活學活用。

財政報告財政報告 2010年 4至6月 註︰以下帳目未經會計師核實

　　現時平均每月不敷達七至
八萬，但我們仍然深信神的恩
典是絕對足夠我們所需所用，
我們仍會繼續努力宣講真道，
忠於主交託我們的使命。請繼
續為本社的經濟祈禱，也邀請
你成為我們的同路人，無論透
過祈禱、申請成為我們的義工
或以奉獻來支持我們，我們是
需要你的守望和支持！

收入 HK$ 支出 HK$

個人／團體奉獻 132,470.00 薪津／保險 608,638.30

書刊銷售 635,598.80 行政辦公室常費 183,105.93

課程收入 97,313.20 書刊出版 251,057.92

其他 2,395.87 課程支出 52,294.40

總收入 867,777.87 總支出 1,095,096.55

不敷  (227,318.68)

平均每月不敷 (75,772.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