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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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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智慧文學學學學看看看看苦苦苦苦苦苦難難難難難人人人人人生生生生生
從傳道書看苦難的人生 黃儀章博士 pp.2-3

受苦的智者—

　約伯與三友辯論苦難 林惠健先生 pp.4-6

親愛的同道人：

在主裡向你們問安，願神的道每天都激勵

著你們，叫你們生活得力，事奉有喜樂。

感謝神帶領新一年度的聖經精讀團契有美

好的開始。參加精讀團契的弟兄姊妹共有850

位，分別來自173間不同的教會，其中更有

350位弟兄姊妹是第一次加入，成為精讀團契

的新團友。看見有這麼多弟兄姊妹渴慕追求明

白神的道，並且努力在每天的生活上，將神的

道活用出來，我們的心被激勵。

明道讀經課程也相繼開始了。感謝神的

動工，報讀不同讀經課程的弟兄姊妹十分踴

躍。由明道社榮譽社長鄺炳釗博士教授的「詩

篇新讀」，共有約450位弟兄姊妹參加，其中

大部分是來自合辦教會播道會同福堂的弟兄姊

妹。此外，由明道社執行主任林惠健先生教授

的「我信，但我掙扎──約伯記研讀」，有約

60位弟兄姊妹參加。由小弟教授的「從箴言

看基督徒應有的生活智慧」，也有約90位弟

兄姊妹報讀。

在資訊科技方面，神也帥領我們走一條又

新又活的路。為著配合iPad的新科技，我們亦

在Apple Store開了一個app，以方面使用iPad

的弟兄姊妹隨時隨地下載明道社的通訊、文

章，並且在網上選購明道社的書籍。自從我們

九月開始了這個網上服務後，已有一些用戶下

載我們的書籍。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是製作適

合iPhone平台的軟件，以致更多弟兄姊妹能夠

透過iPhone來閱讀我們的文章和書籍。

感謝神的看顧和保守，自從九月中開始了

新辦公室的裝修工程，工作進展順利和理想。

感謝神為我們預備

好的設計公司，負責的同

工很有責任感，並且與我

們有非常緊密的溝通，每

時刻給我們非常寶貴的意

見。

到目前為止，新辦公

室已完成了基本的間隔、

鋪設電線喉管、冷氣安裝

等工程。

若神憐憫，整個工程

將會在11月底完成。若神

許可，我們將會在明年1

月初搬進新的辦公室。

請你們繼續為新辦公室裝修工程禱告，

也為施工的工作人員禱告，求神看顧餘下的工

序，叫整個裝修工程能順利完成。

請你們也為我們所需要的金錢禱告，整個

工程所需要的費用約100萬元，求神給我們供

應。

與你在同一真道上成長的

 黃儀章
2010年11月

1

索取
通訊

如欲收取電子版，請以電郵通知本社（info@mingdaopress .org）。
如欲收取印刷本，請填妥以下表格，傳真至本社（[852] 2986 9926）。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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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儀章博士
(明道社社長)

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的媽媽正躺在

病牀上，而我所認識的一位精讀團契的姊妹也

陷於昏迷中。

我帶著難過的心情，與你分享傳道書如

何看苦難的人生。這篇文章絕對不是一篇學術

文章，因此，請你不要從學術角度來分析，甚

至批判我的寫作。我在這裡和大家分享的，充

其量也只不過是一些此時此刻對苦難人生的感

受，特別是在這難過的一刻，一段又一段來自

傳道書的經文湧現在我的腦海中。

1 人生總有苦難

在傳道書，傳道者赤裸裸地指出，日光之

下的人生總離不開或大或小的苦難和困難。在

七章14節，傳道者指出，日光之下的人生由兩

種「日子」編織而成，就是「亨通的日子」和

「患難的日子」。這兩種「日子」不由人來操

控或選擇，我們只能在其中以合宜的人生態度

來面對：遇亨通的日子，你當「喜樂」；遭

患難的日子，你當「思想」。

在三章1至8節，傳道者列出十四對對比：

生有時，死有時；

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殺戮有時，醫治有時；

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哭有時，笑有時；

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

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

尋找有時，失落有時；

保守有時，捨棄有時；

撕裂有時，縫補有時；

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

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藉著這十四對（七的雙倍）對比，他表達

出一切人所能經歷到的時刻和處境。他指出人

生的際遇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有時加班，有時失業；

有時成功，有時失敗；

有時健康，有時患病；

有時順境，有時逆境；

有時平安，有時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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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苦難隨時臨到

第二方面，傳道者指出苦難的忽然性。日

光之下，無人能夠預測苦難幾時出現。苦難的來

臨永遠是「忽然」的，是人預測不到的。苦難忽

然出現，就像一條魚兒正在魚池中游樂，或是一

隻雀鳥正在空中飛翔，忽然間，被人一網把它網

著。禍患忽然臨到的時候，世人陷在其中也

是如此（九12）。

在十章8至9節，傳道者指出：挖陷坑的，

自己必掉在其中；拆牆垣的，必為蛇所咬。

鑿開石頭的，必受損傷；劈開木頭的，必遭

危險。在這兩節經文，傳道者要強調的是，人

生的意外或苦難，在每天的生活和工作中，隨時

隨地都有可能出現。

苦難的忽然性與人智慧的有限息息相關。

在傳道書，傳道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人智慧

的有限。在八章1a節，傳道者發出兩個問題：

誰如智慧人呢？誰知道事情的解釋呢？

謝慧兒博士指出：「傳道書八章1節的兩個

問題，都是設問，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說，沒

有人像智慧人，也沒有人知道事情的解釋⋯⋯第

1a節乃再次強調，世上根本沒有人有足夠的智

慧，能以明白萬事的原理。」因著人智慧的有

限，無人可以預測或估計苦難幾時出現。

在七章18節，傳道者指出每個人總有些智

慧，也有些愚昧。一個敬畏神的人必會左手持守

智慧，右手仍不會放鬆愚昧；他會承認他的智慧

是有限的。

3 苦難下要珍惜

若然人生總有苦難，而苦難又是隨時臨

到，那麼，我們可以做甚麼呢？在傳道書，傳道

者三番四次勉勵我們，要珍惜每個與家人同在的

機會（九9），也要珍惜每個做「當做的事」的

機會（九10）。傳道者提醒我們，這些機會不

是必然的；日光之下的人生，無任何東西是必然

的（九11）。當這些機會仍然存在時，我們就

要珍惜，不要以為這些是「例牌」，是必然。在

苦難未臨到前，抓住每個機會與家人快活度日，

也抓住每個機會做「當做的事」。

苦難幾時來臨，與我何干？

3333333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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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人生的苦難，總會想起約伯這個典型人物。一個完全正

直，敬畏神，遠離惡事（一1）的人，竟遭撒但攻擊，以致家破

人亡，家財盡失，自己全身長滿毒瘡，就連最親的妻子也厭棄他。

人生的苦難似乎總是突如其來、無緣無故，叫人措手不及，義人如

是，惡人亦如是。惡人遭難，我們尚覺快慰；但義人受苦，則令人無

法甘心。因此千百年來，人們都在一個老掉牙的問題上糾纏：義人為何

受苦？

約伯記是舊約智慧書之一，以書中的主人翁約伯所遭遇的無妄之

災為焦點，設計了連場辯論，所反映的是人按著自己對苦難的理解和推

論，嘗試為「義人受苦」這個千古懸謎找出一個合理的答案。究竟書中

人物的推論是否具說服力？人是否真能解答受苦的問題？讓我們一同來

研讀約伯與他的三位朋友就苦難問題的辯論，看看能找到甚麼答案。

約伯記序幕的末段，記載約伯的三友聽見他的遭遇，就從各自的地

方前來安慰他（二11∼13），從而引出下一個段落的對話部分（三至

二十七章）。他們四人的對話，形成了三個延續的循環，其結構如下：

第一輪對話
● 約伯（三章）與以利法（四∼五章）

● 約伯（六∼七章）與比勒達（八章）

● 約伯（九∼十章）與瑣法（十一章）

第二輪對話
● 約伯（十二∼十四章）與以利法（十五章）

● 約伯（十六∼十七章）與比勒達（十八章）

● 約伯（十九章）與瑣法（二十章）

第三輪對話
● 約伯（二十一章）與以利法（二十二章）

● 約伯（二十三∼二十四章）與比勒達（二十五章）

● 約伯（二十六∼二十七章）

約伯與三友辯論苦難

受苦的智者
林惠健先生

（明道社執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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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約伯的哀歌I. 約伯的哀歌

三輪對話由約伯的哀歌（三章）開始：此

後，約伯開口咒詛自己的生日，說：願我生

的那日和說懷了男胎的那夜都滅沒。願那日

變為黑暗；願神不從上面尋找它；願亮光不

照於其上⋯⋯我為何不出母胎而死？為何不

出母腹絕氣（三1∼11）？從約伯的哀歌中，我

們可以聽到他沉痛的心聲，約伯坦率地哀訴自己

內心的感受。約伯經驗到的失去、分離、混亂、

痛苦與悲傷，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人世間也真的

存在這些實況，只不過約伯所經歷的，是到達極

端的地步。他為自己的命運質問神，甚至控訴

神，他咒詛自己的生命，寧可從沒來到這個世

界，甚至願望立刻死去。他求死的意欲，反映他

此刻所經驗的痛苦，是完全超過他所能承受的。

對約伯來說，要他面對這麼大的痛苦，倒不如死

了更好。

約伯在哀嘆中，多次重複問「為甚麼？」

（三11∼12、20、23）可見他為自己的遭遇感

到何等迷惘和困惑。約伯落在信心危機中，他無

法明白，為何苦難會臨到無辜的人身上？這斷裂

的人生經驗，令那位他一直篤信不疑的神變得非

常陌生。在接下來的篇幅中，他與三位朋友展開

連串的辯論。約伯並非期望在這場辯論中勝出，

他只想把脫軌的信仰與現實生活重新接合起來。

II. 苦難的辯論II. 苦難的辯論

一、以利法發言

面對約伯的哀訴吶喊，他的三個朋友嘗試

回應。首先出場的是以利法，他聲稱有來自神啟

示的祕密知識（四12、16）和人生閱歷（五3、

27）。以利法認為苦難與罪惡相關，約伯的遭遇

正是他犯罪的後果：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

選用詭詐人的舌頭。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

並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見證你的不是（十五5

∼6）。以利法更具體指出約伯可能犯的罪：你

的罪惡豈不是大嗎？你的罪孽也沒有窮盡；

因你無故強取弟兄的物為當頭，剝去貧寒人

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沒有給他水喝；飢餓

的人，你沒有給他食物（二十二5∼7）。因

此，以利法並不相信約伯是無辜的（四7）。

二、比勒達發言

接著，約伯的第二位朋友比勒達出場，他的

觀點與以利法相似，也更直接表達苦難是人犯罪

受罰的必然結果，因為神是公平公義的，相反，

人在神面前卻是不潔和不義的。比勒達相信約伯

兒女的死，正是他們犯罪的報應：神豈能偏離

公平？全能者豈能偏離公義？或者你的兒女

得罪了他；他使他們受報應（八3∼4）。在

神面前，人怎能稱義？婦人所生的怎能潔淨

（二十五4）？比勒達是典型的因果報應論者，

他相信惡人必有惡報：惡人的帳棚必歸於無有

（八22）。惡人的亮光必要熄滅；他的火焰

必不照耀（十八5）。換言之，比勒達也認為約

伯並不是完全無罪的（八20）；只要約伯肯接納

這個事實，並殷勤地尋求神，神必定使他的家再

次興旺（八5∼7）。

三、瑣法發言

至於第三位朋友瑣法，他也認為苦難是惡人

應得的分：天要顯明他的罪孽；地要興起攻擊

他。他的家產必然過去；神發怒的日子，他

的貨物都要消滅。這是惡人從神所得的分，

是神為他所定的產業（二十27∼29）。相比

於人的罪孽，人所受的懲罰其實已經較輕（十一

6）。瑣法認為，約伯自稱敬虔無罪，只是他自圓

其說：多嘴多舌的人豈可稱為義嗎（十一2、

11）？約伯唯一的生路，是除掉他的惡行：你手

裡若有罪孽，就當遠遠地除掉，也不容非義

住在你帳棚之中（十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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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約伯回應

在這三輪對話中，約伯一直堅持自己無罪，

亦相信自己的遭遇與行為無關（十三18∼19）。

約伯希望他的朋友可以公道一些，不要屈枉正

直，偏袒神的一方：請你們教導我，我便不作

聲；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錯。正直的言語力

量何其大！但你們責備是責備甚麼呢？⋯⋯

請你們轉意，不要不公；請再轉意，我的事

有理（六24∼29）。你們要為神徇情嗎？要為

他爭論嗎？他查出你們來，這豈是好嗎（十三

8∼9）？約伯更相信他的經歷與神有關，甚至是

因神而起的（六4，七14、20，十九21）。

此刻，約伯信靠神的心動搖了，他有很多信

仰上的問題，他感到人世間有很多不公。為甚麼

惡人和完全人的命運竟然一樣？為甚麼神要善待

惡人，卻逼迫義人（參九20∼24，十二4∼6，

二十一7∼9、31）？而最諷刺的是，約伯的三位

朋友本來是來安慰他的，結果卻令約伯倍感困倦

和絕望，甚至覺得生無可戀（參六11，七16，

十四13，十七1）。

III. 智慧的論爭III. 智慧的論爭

如果我們留意第三至二十七章這段經文，不

難發現一個重複出現的字眼─智慧（四21，五

13，六13，十一6、8，十二12、13，十三5，

十五2，十七10，二十二2，二十六3）。作者的

寫作手法透露，這幾輪「苦難的辯論」，其實是

一場關乎智慧的論爭。以利法、比勒達、瑣法代

表的一方是傳統的智慧。不過，對約伯來說，傳

統的智慧疏解不了他的困惑，因此約伯說，在他

們之間，他找不到一個有智慧的人：至於你們眾

人，可以再來辯論吧！你們中間，我找不著

一個智慧人（十七10）。

綜觀這三輪對話的循環結構，雙方在第一、

二輪的發言不相伯仲，但到最後第三輪，比勒達

只能簡短辯說（二十五2∼6），瑣法更無任何回

應，顯示他們已經話窮理絕（三十二1∼5），代

表他們在這場辯論中徹底失敗，亦標誌著人間傳

統智慧的限制。

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皆相信，苦難與罪惡

兩者相關，甚至是對等的，因此他們推論，義人

不會受苦，受苦的必是惡人。他們的觀點雖然有

其真確的一面，但並不適用於約伯。所以到了書

卷末，神向他們發怒，因為他們議論神，還不如

約伯講的有理（四十二7）。

表面上，約伯在這場辯論中勝出，但他

心中的困惑依舊，他只得呼求神回應他的案件

（二十九至三十一章）。然而到最後，約伯始

終沒有從神那裡獲得任何法理上或邏輯上的答

案，他仍然無法解答自己受苦的因由。不過，他

卻找到了另一樣更加寶貴的東西─屬天的智慧

（二十八章）。原來，作者想透過這三輪對話告

訴我們，人的智慧並不能透視受苦這個奧祕，也

不能引領人穿越它的領域；然而在這個奧祕的盡

頭，埋藏著屬天的智慧，可以乘載人跨越苦難。

IV. 生命反思IV. 生命反思

今年八月，菲律賓發生了香港旅行團遭劫持

遇害的事件，令數個家庭驟然人亡家破，小孩失

去雙親，父母失去兒女，妻子失去丈夫。眼見那

些幸存者悲痛欲絕的情境，實在叫人心酸難過。

在那一刻，我們都不禁問：為何死去的人會遭

難？為何在生的人要受苦？也許有些人會嘗試分

析事情的始末，討論整個營救過程中的錯失，找

出誰人該為人質的死亡負責，甚至追討賠償等。

然而我們不能否認，沒有任何分析可以解答我們

心中的疑問。

很多時候，人生遭遇的苦難都是無從解釋

的，因為人的智慧有限，根本無法明白。約伯

記教導我們，惟獨神有真智慧，能參透萬事。

所以當神對約伯說話之後（三十八1∼四十2，

四十6∼四十一34），約伯在塵土和爐灰中懊

悔（四十二6）。約伯重拾他對這位至高無上、

全能全知的神的信心，縱使他仍然不明白為何受

苦，但他已經心滿意足，能夠安然將自己交託給

神，且堅持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便是聰明

（二十八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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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問： 從《站立得穩》自序中得悉歌羅西書是陪伴

您靈命成長的書卷，可以簡單分享一下嗎？

最喜歡的是哪一段或哪一節經文？

郭： 最喜歡並且影響極大的經文有：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

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

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為此勞苦，照著

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一28∼

29）。這是早年參與創立台灣天藝團契，與同工

一起領受的感動與使命，也成為我這一生佈道、牧

會、宣教重要使命的聖經基礎。

 三章1至17節是我追求靈命成長的重要途徑與歷

程，也是我認為基督徒在屬靈生命成長歷程中必經

的階段。

 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做

的，不是給人做的，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

必得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

基督（三23∼24）。這是多年事奉中平衡自己事

奉態度的關鍵經文，也是不斷從主得安慰和鼓勵的

祕訣。

「表面」與「形式」所面對的挑戰
問： 書中有一個很鮮活的例子：有一個節目播出

一位非常有名望的基督徒企業家的見證。節

目結束後，收到那位基督徒的親戚來電大

罵，說這樣虛偽的人怎可以讓他上節目。在

教會裡是謙謙君子，背地裡其實是奸險小

人，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作為牧者，您對

作
者
專專

一切從「美麗的錯誤」開始一切從「美麗的錯誤」開始──
郭明昌牧師專訪郭明昌牧師專訪

訪問和整理：朱美美
《站立得穩─歌羅西書今讀》

是郭明昌牧師在海外神學院的崇拜講道

集，誠如曾思瀚博士所言：「他的講道

既淺易又有深度，能改變人的生命。」

只是大部分香港讀者可能都不大認識郭

牧師。藉著這次專訪，希望可以增進大

家對郭牧師的認識，從而更加明白書中

的教導。

郭牧師生於台灣，自小在教會長

大，但算不上真正信主。他喜歡數學，

大學時打算修讀「應用數學系」，沒想

到填志願時因為次序有誤而入讀了「航

海系」。然而因為這個「美麗的錯誤」

使他有機會接觸到屬靈氣氛濃厚的「海

洋團契」，不但能夠重生得救，更開啟

了終生事主的契機。

郭牧師是天生的男高音，大學二

年級開始參與聖樂佈道，曾加入喜樂之

聲合唱團、中華聖韻合唱團和曠野之聲

聖樂團等。1985年進入中華福音神學

院裝備，決志一生事主。除了天生麗

「音」，他還有講道、文字和教導等恩

賜。郭牧師現時旅居美國，致力宣教和

神學教育（曾任海外神學院院牧暨實踐

神學教授）。

配合互聯網世代的牧養需要，郭

牧師成立了個人網站「真道夯」（夯：

音「坑」）。網站除了傳統的「文以載

道」外，也可以「收聽」郭牧師的信息

分享和連結他的「部落格」。

郭明昌牧師
（留意領帶上的「五線譜」）

越南培訓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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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牧師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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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甚麼提醒、規勸？

郭： 基督徒無可避免要面對兩種危機：一個是「表面

化」，一個是「形式化」。因此要不斷省察、求聖

靈光照，在神和人面前追求成為「貨真價實」「名

副其實」的基督徒。更要常常提醒自己，我們的神

是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千萬不要自欺欺人，更

不要以「表演『聖徒』」作為最傑出的專業！

生命中的貴人

問： 可以分享在事奉歷程中最難忘的人或事嗎？

郭： 在屬靈生命旅程上遇到很多貴人，他們的出現標記

著踏入不同事奉階段的里程碑：

 聖樂事奉

 陶恩光牧師（多年來在歐洲宣教）

 他是我大學的學長，聽見我洗澡時唱歌，推薦我加

入當時的喜樂之聲聖樂佈道團，開啟我以聖樂佈道

事奉主的契機。

 麥克勤老師（當時美南浸信會聖樂宣教士和喜樂之聲聖

樂佈道團指揮）

 他將我這個沒受過甚麼訓練的男高音，培育成終生

以佈道為樂的事奉者。

 牧養事奉

 白嘉靈牧師（中華福音神學院傳播學與教牧學教授〔兼〕）

 白老師不斷耐心修正、調整、訓練我，幫助我成為

一個感性與理性兼備的講道者。

 已故林道亮院長（前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

 老院長諄諄教誨，要我們每個學生「以神國興亡為

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要「吃得苦、捱得

窮、受得氣、作得工。」

 他老人家對我有三張證書的恩情：結婚證書、畢業

證書、牧師證書。

 蘇文隆牧師（正道福音神學院教授）

 蘇牧師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他鼓勵我、肯定

我，讓我在事奉的路上滿有正向的信心向前行！

 神學教育事奉

 曾霖芳院長（海外神學院院長）

 在神特別的引導下，他讓我開展了神學教育的事

奉。

座右銘與使命宣言
問： 在「真道夯」知道您有個人的座右銘（惟願

「僅此一生，為主所用；基督台前，願祈無

愧！」）和使命宣言（一生向祂、像祂，使萬

民做主門徒，傳福音直到地極），可以讓我們

知多一點嗎？

郭： 大學四年級在聖韻合唱團錄製〈僅此一生〉專輯，

深深受到感動。

 「僅此一生轉眼就過去，為主所作永遠長存，僅此

機會遵主旨意，將你生命獻給耶穌，用你一生服侍

主，你的生命有最大價值。」

 在海軍服役時，有一次執行護航運補任務，艦艇泊

在馬鼻灣，寫下了這段個人「座右銘」。

 至於「使命宣言」，「向」是「向神活著」，轉向

祂、調向祂、奔向祂。「像」是「活著像神」，

對基督徒而言，真正的成功是一天比一天更像愛

我們的主，藉著靈命的成長來見證祂、榮耀祂！

(詳見郭牧師〈從「向」到「像」〉一文http : //

pursuingtruth.101superweb.com/92)

我所認為的基督徒「傾向」
問： 不知道您多不多接觸香港的信徒？您認為

港、台、美三地的教會文化和基督徒有甚麼

分別？

郭： 這個問題很難回應，但若就「傾向」來看，可以表

達一點個人的看法。台灣的基督徒比較傾向重「情

感」，較容易以「情」動之。香港的基督徒比較開

放、多元，較重理性，喜歡看書，特別是我在宣教

時所接觸的，是較成熟的。北美教會則延續過去查

經班的背景，相對來說算是比較保守。

（如欲進一步了解郭明昌牧師信主和蒙召的經
歷，請登入：http://www.mingdaopress.org/html/adv/
_member/pastorkwok_2010_10.pdf 參閱〈郭明昌牧師
事奉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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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特
稿

明道新消息明道新消息　輕觸一下，你就收到　輕觸一下，你就收到
明道社的最新消息明道社的最新消息

明道週報明道週報　每週一刊，助你恆常研　每週一刊，助你恆常研
讀神的話，追貼明道社的消息和優讀神的話，追貼明道社的消息和優
惠惠

明道通訊明道通訊　每季一期，解經專文、　每季一期，解經專文、
明道動向即時送上明道動向即時送上

明道書架明道書架　明道電子出版庫，一觸　明道電子出版庫，一觸
先預覽，再觸即購下載，省時方便先預覽，再觸即購下載，省時方便
更省錢更省錢

明道課程明道課程　不同聖經書卷的讀經課　不同聖經書卷的讀經課
程，讓你隨時隨地研讀神的話程，讓你隨時隨地研讀神的話

明道講座明道講座　免費聖經講座是你的個　免費聖經講座是你的個
人靈糧，也是小組學習的好材料人靈糧，也是小組學習的好材料

明道Facebook明道Facebook　邀請你成為明道　邀請你成為明道
社群組的一員，發表意見，共勉互社群組的一員，發表意見，共勉互
勵勵

明道Twitter明道Twitter　歡迎你隨時追蹤，　歡迎你隨時追蹤，
鞭策明道社努力盡忠鞭策明道社努力盡忠

明道行事曆明道行事曆　善用行事曆，你就不　善用行事曆，你就不
會忘記上課或出席講座會忘記上課或出席講座

2010年9月17日是一個大日

子─除了是九月份明道聖經專

題講座之外，在講座中還發佈了

明道社iApps。這一天，是明道社

流動事工啟動的一天，我們懷著

禱告的心情，祈盼神的話透過現

代科技，愈傳愈遠；弟兄姊妹無

分遠近晝夜，隨時隨地可以分享

我們的研經資訊和材料。

倘若你已經擁有一部iPad或

iPhone，就可以立刻下載明道社

的iApps，與我們一起走進電子閱

讀的潮流。從此，研讀神的話不

再受限於紙本書籍，也無須再披

星戴月去聽課。

利用明道社iApps，你可以安

坐家中，選購不同類型的研經釋

經叢書，以及專家學者主講的聖

經書卷課程；更可直接連繫明道

社的網上研經平台，擴大研經接

觸面，從學者文庫、聖經地圖、

聖地照片、靈修文章之中補充學

習。

祝福你在這個 GO e潮流中，
明道更深，行道更勇！

我們的聖經教導事工主任曾培銘先生，
向在場的弟兄姊妹介紹如何利用iPad來
幫助自己和小組研經

我們的聖經教導事工主任曾

明道GO e
發佈會

參加者親身體驗閱讀下參加者親身體驗閱讀下
載到iPad的明道研經載到iPad的明道研經
書，真箇樂在其中書，真箇樂在其中

這位弟兄對於明道社的iApps興趣甚濃

我們的同工向弟兄姊妹
講解明道社iApps的各
項功能

9明道通訊 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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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投入敬拜

本年第五次「明道聖經專題講座」已於9月17日假尖沙

咀潮人生命堂舉行。當天情況空前熱烈，有接近七百位弟兄

姊妹赴會，不但正堂和閣樓坐滿，連地下的副堂、三樓和五

樓也座無虛席。今次講座亦首次與基恩敬拜合作，在聚會開

始前帶領弟兄姊妹一同敬拜和讚美神。會後更有明道iApps

的發佈會，由本社同工講解各項功能（詳情見第9頁）。

是次講座內容簡介如下：

舊約聖經以異乎尋常的長篇幅來敘述大衛的一生，給我

們展現大衛一幅立體的圖像。撒母耳記的作者更巧妙地運用

資料的編排，素描大衛有血有肉的人生，為他的生平蓋棺論

定，彷彿把他從天上拉回凡間，使讀者從大衛身上，看見自

己人生的寫照。究竟撒母耳記的作者如何鋪排他的資料？又

如何運用大衛的兩首詩篇來概括他的一生？而大衛的一生又

如何給我們展示出盼望？李思敬博士在這次講座裡，為我們

詳細解答了以上問題。有興趣找尋答案的讀者，可以留意明

道社網站的專題講座影片上載，或本年十二月出版的《講聖

經．話人生》二○一○年明道聖經專題講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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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思敬博士（中）
與基恩敬拜和本社
同工合照

講員： 李思敬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客座教授）

10 明道通訊 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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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內容簡介：
近年，天災人禍頻頻發生，南亞海嘯、四川地震、港人在

菲律賓被挾持殺害等事件，一幕一幕震撼人心的畫面，觸

發我們思考苦難的問題。人活著，總離不開或大或小的苦

難，即使是基督徒也不能幸免。當苦難臨到自己身上，可

以怎樣面對？當身邊的人陷於苦難，我們又可以怎樣安慰

他們、與他們在苦難中同行？智慧文學有甚麼信息啟發我

們，讓我們反思這苦難的人生？

3月份講座

日期：3月25日（五）

講員：曾思瀚博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新約副教授）

2011年3月份及5月份「明道聖經專題講座」預告

2011年1月份「明道聖經專題講座」介紹

5月份講座

日期：5月27日（五）

講員：孫寶玲博士

　　　（候任新加坡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現為該院新約客座教授）

報名方法：
1. 電郵報名：請電郵至course@mingdaopress.org報名，並提供姓名與

註明講座的名稱。

2. 網上報名：會員或明道之友可登入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

報名。非會員或非明道之友請先登記成為明道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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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簡介：
明道社社長及建道神學院聖經研

究系客席教授。前播道神學院、

恩福聖經學院和建道神學院副教

授，負責教授希伯來文、舊約神

學，以及舊約聖經書卷。畢業於

美國芝加哥三一福音神學院，取

得哲學博士學位，主修舊約聖經

研究。著作有《活好我這生——

從傳道書看精彩的人生》《活出智

慧人生：舊約智慧書信息研究》

《傳道書的人生智慧》《創造、立

約與復和：訓誨書主題研究》《活

出盼望：但以理書文學註釋》《舊

約神學：從導論到方法論》《舊約

神學：從創造到新創造》《以賽

亞書的神學信息：盼望與信靠》

《創世記12-50章的生命信息：

藉我賜恩福》及A Text-Centered 

Approach to O ld Testament 

Exegesis and The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the Book of Isaiah。

苦難的人生
從智慧文學看從智慧文學看

講員：黃儀章博士（明道社社長）

日期：2011年1月28日（五）7:30-9: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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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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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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林博士是教會歷史和歷史神學的專家，他的《基

督教神學發展史（三）》是2009年第四屆金書獎的

最佳作品（神學及研經類）。由教會歷史專家來解讀

教會的源起和發展是最適合不過的了。本書是林博士

的講道集，書中處處提醒今天的教牧和信徒要鑑古知

今，從前人的失敗經驗中汲取教訓，從使徒身上學習

教會成功的祕訣。二十一世紀的教會正面對前所未有

的挑戰，信徒一方面缺乏禱告和宣教的動力，一方面

受到世俗主義和後現代思潮的衝擊，林博士從「前車

之鑒」為教會找到正確的發展方向和出路。

時代信息叢書

站立得穩──歌羅西書今讀
作者：郭明昌牧師

學者推薦

本書以十個主題來展現歌羅西書豐富的內

容。作者擺脫了枯燥的學術氣味，以「站立得

穩」為解經講道的中心思想，在每篇講章中以

「基督」貫穿全書。

從當日歌羅西教會所面對的異端，提到今日

信徒要生根建造在神的話語及神的旨意上，這樣

就能在異端的環境中，「站立得穩」不受影響。

本書以靈活、生動的文筆及實際生活的體

驗來闡述聖經的真理，有合適的主題及清晰的大

綱，使人易懂、易記，特別是最後一章，有關團

隊的教導及應用，更是其他歌羅西書的註解或信

息很少提到的。

我推薦此書可供傳道人及神學生揣摩解經講

道的要領，其默想／討論問題更可作個人研經及

小組查經的教材。

蘇文隆博士
正道福音神學院教授
（前普世豐盛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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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博士著作等身，由本社出版的著作包括：《共享詩篇靈筵》《公義的呼聲──

彌迦書進解》《耶穌基督生平與言論 (上冊)》《耶穌基督生平與言論 (下冊)》《稱

義、成聖與聖靈──羅馬書五至八章進解》《正常的教會生活──提摩太前後書進

解》和《末世懸謎──啟示錄進解》。

作者簡介

郭明昌牧師於1988年從中華福音神學院畢業，取得

道學碩士學位，1995年在正道神學院獲教牧學博士學位。

2006年1月至2010年5月，擔任海外神學院的院牧暨實踐神

學專任教授，教授科目包括「教會增長」「宣教學概論」

「教牧學」「教學法」「講道學」「靈程進階」等。

郭牧師個人的使命宣言是：「一生向祂、像祂，使萬民

做主門徒，傳福音直到地極。」他的座右銘是：惟願「僅此

一生，為主所用；基督台前，願祈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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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主題叢書

講聖經．話人生
2010年明道聖經專題講座文集

在詩篇第一一九篇，詩人問：少年人

用甚麼潔淨他的行為呢？大概這個問題他

已經思考良久，所以很自然就答說：是要遵

行你的話（詩一一九9），也就是遵行耶和

華的律例和訓詞。詩人明白，惟有神的話使

他遠離不義的事，指引他心存公義，行事堅

定正直。可見基督徒為人行事以神的話為依

歸，才是潔身自愛之道。本書以「講聖經．

話人生」為題，輯錄本社今年的聖經專題講

座十篇，從舊約到新約，嘗試從神的話語出

發，闡釋聖經對於人生的教導，使讀者能從

中學習按著神的話來過潔淨的人生。

新視野釋經叢書

全方位解讀但以理書
作者：麥兆輝博士（九龍城浸信會牧師兼訓練主任）

但以理和三友的事蹟，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宮廷鬥

爭、烈火窯、獅子坑⋯⋯令人百讀不厭。可是書中所記

載的異象，四獸、小角、七十個七、南王、北王⋯⋯卻

令人摸不著頭腦！當我們面對力不可抗的困境，不難以

但以理四人的事蹟提醒自己，在困難中要倚靠神、堅持

信仰。然而對於深奧難懂的異象部分，該怎樣解讀和應

用呢？

作者結合「ABA『漢堡包』文學結構分析法」並

「宗教現象學十二元素」全方位解讀但以理書。透過

「ABA『漢堡包』文學結構分析法」，讀者可全面掌握

書中的段落結構和經文重點；透過「宗教現象學十二元

素」，讀者可從新的角度來了解難解或具爭議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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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一位信主不久、曾任職雜誌社的中年弟兄，得人送他

一本《異象的人生》，閱後稱讚：「這書很好看！」

為甚麼這書好看？一、這書具備對尼希米記每章經

文的解讀，把其中一些重要的背景、信息，以流暢活潑的

筆觸解明。青年信徒不會覺得信息太深，中年信徒也不會

感到膚淺。二、這書切入生活。不單解釋經文本身敘述的

事蹟，更將其對現實生活的含義，結合當代華人信徒的處

境，娓娓道來。三、這書不論對初信者或成熟的信徒同樣

合適。初信者會從書中領略基督徒信仰深層的價值觀、世

界觀，成熟的信徒會從中看到神的真道，可以怎樣活潑地

應用於世俗社會。

這本十萬字左右的小書，包含郭文池牧師個人的見

證、牧養的體會，以及對教會的情懷；涉及的話題包括國

家社會、家庭婚姻，也包括教義的探討、對同性戀議題的

分析、對個人生活與工作的態度⋯⋯每章末的默想與討論

問題，切入生活，可供個人靈修或小組討論。

十五篇對尼希米記的解經講章，成了在二十一世紀

作主門徒的具體指引，培養信徒成為有異象、有動力的門

徒，絕對是值得一讀的好書。

作者簡介

郭文池牧師，先後畢業於香港播道神學院（神

學學士）及美國播道會三一神學院（道學碩士及哲

學博士〔主修系統神學〕），曾任多間神學院講

師，現為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迦南道真堂（前播道會

油麻地道真堂）主任牧師。著有《逆境奏樂歌──

從腓立比書看快樂滿足的祕訣》《系統神學──聖

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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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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間課程 11/1-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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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鐵炮台山站B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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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2/3（週二） 10:00-12:00 am 9堂
九龍塘宣道會
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

晚間課程 13/1-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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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出口）

建立信徒之鑰─哥林多前書精讀
　陳鴻講師

早上課程 13/1-2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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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2/3（週二） 8:00-10:00 pm 9堂
九龍塘宣道會上水堂
上水龍琛路30號Ａ
（港鐵上水站B或D出口）

愛與罰─阿摩司書精讀
　李錦棠先生

晚間課程 12/1-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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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鐵馬鞍山站B出口）

突破傳統的神子─路加福音精讀
　曾培銘先生

早上課程 14/1-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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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鐵炮台山站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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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信徒聖經希臘文班
（一年制課程）第二期
　曾培銘先生

17/1-14/3（週一）
7:30-9:00 pm

9
明道社
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港鐵鑽石山站A2出口）

從智慧文學看苦難的人生
　黃儀章博士、林惠健先生

10/2-3/3（週四）
7:30-9:30 pm

4
圓洲角浸信會
沙田圓洲角路11號春暉花園一樓商場 E-F 鋪

實踐合乎聖經的得勝生活
　莫冠祺先生、吳少雄牧師、
　黃健菁小姐

11/2-8/4（週五）
7:30-9:30 pm

9
明道社辦公室
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港鐵鑽石山站A2出口）

從聖經看敬拜人生
　黃儀章博士、鄺炳釗博士、
　李錦棠先生、林惠健先生

21/2-14/3（週一）
7:30-9:30 pm

4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中心
九龍灣常悅道19號福康工業大廈3字樓301室
（港鐵九龍灣站A出口）

恩惠的故事──路得記研讀
　黃天相博士

4/3-25/3（週五）
7:30-9:30 pm

4
九龍城浸信會
九龍城亞皆老街206號

教牧書信研讀
　陳鴻講師、林惠健先生

10/3-14/4（週四）
7:30-9:30 pm

6
明道社辦公室
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港鐵鑽石山站A2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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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間課程、講師 日期、時間 堂數 地點

約翰福音研讀﹙新約科﹚
李雋博士、曾培銘先生

5/1-16/2（週三）
7:30-9:30 pm

6
明道社辦公室
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港鐵鑽石山站A2出口）

舊約先知書
馮耀榮博士、黃儀章博士

23/2-30/3（週三）
7:30-9:30 pm

6
明道社辦公室
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港鐵鑽石山站A2出口）

詳情請瀏覽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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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恩
代

七至九月平均每月不敷達二十多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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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你的守

望和支持！

1. 感謝神為我們預備位於新蒲崗雙喜街匯達

商業中心的新辦公室。裝修工程現正進

行，求主保守裝修事宜一切順利、裝修工

人平安。我們預計於明年年初搬進新辦公

室，盼望新辦公室成為榮神益人的地方。

2. 今季共開辦精讀團契七個，讀經課程六

個，參與學員人數皆突破以往。我們更與

兩間教會─九龍塘宣道會上水堂和中華

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首度合辦精

讀團契，使住在較偏遠地區的弟兄姊妹也

能聚集一起，進深學習神的道，願神賜福

團友的相交和分享，能夠彼此勉勵學道行

道。另外，我們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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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研習的書卷是福音書，願神的

話語成為學員生活的力量。

3. 本年11月至明年1月，本社獲邀到以下教

會主領聚會分享信息：香港伯特利教會慈

愛堂、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麗瑤堂、基督教

烙恩堂、中華聖潔會、加略山基督教會、

四方福音會彩坪堂、勝利道潮語浸信會讚

頌之園、宣道會活石堂、葵盛浸信會、播

道會望福堂、信義會信樂堂、將軍澳基督

教錫安堂、耀興浸信會福音堂。求主賜福

本社同工，能解明聖經；又賜福與會弟兄

姊妹，得著悟性明白真道，又得著力量遵

行。

4. 乘著科技的發展，本社推出電子產品，包

括iPad 和 iPhone 版，願神使用這些科技，

使弟兄姊妹可以隨時隨地閱覽本社資訊，

更讓海內外信徒得著資源學習神的話語。

5. 請記念本社新同工張舒翹姊妹（宣道會華

貴堂會友），她於九月份起出任編輯助理

一職，願神賜福她各方面的適應，與各同

工有美好的配搭，在編輯和培訓工作上有

更多的學習。

6. 過去三個月，本社出版了新書兩本，重印

書四本；在未來三個月，也將有四本新書

和兩本重印書面世。求神使用，願祂的話

語陶造信徒的生命。

7. 加拿大辦事處正籌備明年3月的精讀團

契，繼續與基督教頌恩堂和列治文華人浸

信會合作。基督教頌恩堂將查考哥林多前

書（上）；列治文華人浸信會則查考以斯

帖記。求神幫助講師有充足的預備，有智

慧地講解，使學員明道行道，有美好的團

契相交。

收入 HKD 支出 HKD

個人／團體奉獻 139,796.90 薪津／保險  645,440.71

書刊銷售 63,484.70 行政辦公室常費 180,777.17

課程收入 96,947.50 書刊出版 116,845.00

其他 1,171.75 課程支出 22,900.00

總收入 301,400.85 總支出 965,962.88

不敷 (664,562.03)

平均每月不敷    (221,5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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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一樣的世界─
歌羅西書今讀〉第七屆
明道聖經講座MP3

鮑維均主講

������

聖誕
慶主

恩

　　
愈讀

愈開
心

本社謹定於2011年1月4日，由現址九龍旺角亞皆老街

113號905室遷往位於新蒲崗的新辦公室，地址如下：

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Unit 6, 6/F., Win Plaza, 9 Sheung Hei Street, 
San Po Kong, Kowloon, Hong Kong

為慶祝聖誕佳節，明道社舉行聖誕大優惠。優惠產品種類包羅為慶祝聖誕佳節，明道社舉行聖誕大優惠。優惠產品種類包羅
萬有，包括：萬有，包括：

明道研經叢書、時代信息叢書、靈修導引叢書、影音系列等。明道研經叢書、時代信息叢書、靈修導引叢書、影音系列等。
所有產品，一律享有最少八折優惠，部分貨品更低至2折。優所有產品，一律享有最少八折優惠，部分貨品更低至2折。優
惠期由12月6日至14日，可親臨本社辦公室選購。惠期由12月6日至14日，可親臨本社辦公室選購。

凡於優惠期內，到本社購買產品的弟兄姊妹，均可獲贈《基督徒綱要》一本凡於優惠期內，到本社購買產品的弟兄姊妹，均可獲贈《基督徒綱要》一本
（送完即止），絕對是愈讀愈開心。（送完即止），絕對是愈讀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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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影音產品）

（次貨）

（舊版）

創世記（卷上）─創造
與拯救的上帝（研經本）

鄺炳釗著

傳道書─試看人生
（研經本）

謝慧兒著

哥林多後書─軟弱的神
僕．榮耀的職事（研經本）

張永信著

詩篇（一∼二十篇）─
稱頌顧念人的神（研經本）

鄺炳釗著

啟示錄─萬主之主
（研經本）

孫寶玲著

人間信仰─從約拿書看信
徒如何在現實中活出信仰 

梁家麟著

次

2折

5折

（

7折

「3D研經系列」《認識摩
西五經─生命的旅程》

區應毓等著

其餘精選貨品
，歡迎蒞臨選

購。

特價產品數量
有限，售完即

止！

會員獨享最新出版林榮洪博士的

《前車之鑒──使徒行傳進解》：
1本75折，2本或以上均享7折優惠。

會員優惠期至2010年12月31日

開倉時間：

會員優先選購日期：12月6-8日

會員或非會員選購日期：12月9-14日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至 中午12:30
下午1:30 至 7:30

星期六、日休息

所有影音產品）

D研D研研研研研經系經系經系經系經系經系列列列列列列」《《《認《認《認《認《認《認識識識識摩識摩識摩識摩

一 二∼二十篇十篇十篇十篇）））））

記（（（卷上卷上卷上卷上）））） 創創創創造 道道道書書書書書 試看試看試看試看試看人生人生人生人生

啟示示錄錄錄 萬主萬主萬主之之 信仰仰仰 從約從約從約拿拿拿書

除特價品以外，

所有貨品一律：

1本 8折

2－4本 75折

5本或以上 7折

其餘通訊包括電話、傳真及電郵維

持不變。願神大大使用這個新辦公

室，使它成為流通的管子，廣傳神

的道，造就信徒的屬靈生命。

搬遷
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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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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九龍旺角亞皆老街113號9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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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社長： 鄺炳釗 社長： 黃儀章 執行編輯： 劉嘉儀、張舒翹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與本社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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