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春季第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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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我們的話 陳鴻先生 pp. 1-2

希伯來書導讀 吳存仁博士 p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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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的　
我們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踏入2012年，明道社將有新的轉變。黃儀章博士辭任社長一

職，重執教鞭和寫作，我們衷心感謝黃博士過去兩年的貢獻，
願他在新的崗位上繼續發揮恩賜，造福華人神學界。由1月起，陳鴻先生接
手擔任副社長，余毓繁先生擔任義務執行董事。這一期，讓我們先跟陳鴻副
社長見個面。

「我享受教導聖經精讀團契的日子」

我在澳門出生、成長，長大後赴美留學，

攻讀機械工程，特別研究工業噪音管制。在學

期間，我參加了一次冬令會，並在其中決志信

主。後來我認識了我太太，結婚後神賜我們一

子一女。婚後那一年，我們同在美國惠頓大學

（Wheaton Col lege）讀了一年英文聖經文憑

課程，這是因為我們深信雖然不清楚知道是否

要做教會的工作，但信徒裝備總是應該的，反

正年青，一年後也不怕找不到工作。讀完了一

年便與太太回港，開始找尋工作。先在商業公

司工作兩年，然後加入政府環境保護署，負責

噪音管制和環境影響評估等職務，一直工作了

十六年。

我開始思想自己可以怎樣事奉神。我希

望趁著自己還年輕，還有精神和體魄時攻讀神

學，更希望將來畢業後可以回港教導平信徒。

後來我全家就到了美國三一福音神學院修讀，

一直沒有返港。我以為新約的篇幅比舊約短

少，較容易研讀，所以選擇了主修新約。豈

料，原來新約有很多內容都是對應舊約的，要

先明白舊約才更能掌握新約。

在新約書卷中，我特別喜愛哥林多後書，

因此，我挑選了哥林多後書第五章，作為我碩

士畢業論文的研究範圍，至於那份多年還未能

完工的博士論文也是研究哥林多後書。參與明

道社聖經精讀團契的事奉，第一科教的，亦是

哥林多書信。特別是哥林多後書最能表現出保

羅有血有肉、軟弱的一面，流露出他對信徒的

真摯感情，更反映出一個牧者真實

的內心感受。在

這段期間，我

在一個偶然的

機會下，當上

了三藩市播道

會的傳道人，

訪問：張舒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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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會六年，令我更深刻體會哥林多書信裡

的保羅。

2009年底，是我決定了要回香港的

時侯。我自己很清楚，由始至終，我到美

國的目的只是為了讀書，是為了裝備自己

將來承擔教導的事奉。打從第一天已跟三

藩市播道會表明，他們也以祝福給我們送

行。正當我準備回港之時，獲當時明道社

社長鄺炳釗博士的邀請，在聖經精讀團契講解

新約。感謝神，可以讓我參與明道社的事奉，

讓我有機會教導平信徒，聖經精讀團契的學員

正是我希望教導的群體。

不知不覺，教授聖經精讀團契已有兩年

的時間，其中有不少事情都令我頗有感觸：那

些參加晚間精讀團契的弟兄姊妹，下班後拖著

疲乏的身軀，甚至未及用膳，就匆匆忙忙趕來

上課，若不是他們心裡熱切渴慕神的話，恐怕

也撐不下去，怎不教人感動。另外，有些學員

常常鼓勵我。記得剛教導精讀團契時，自己還

在適應和掙扎，有位姊妹送我一張很大的鼓勵

卡，為我在明道社的事奉打氣，她的支持，叫

我重新得著力量。

有些學員與我熟落後，知道我一人在港生

活（我太太暫時仍留美），就十分照顧我，偶

爾給我送上小禮物和問候卡，又會邀請我一起

飯聚，尤其是過年過節的時候，免得我獨自一

人孤獨思家。我母會北角福音堂的弟兄姊妹更

每週給予愛心飯餸和湯，直是我的家人。感謝

神為我預備了弟兄姊妹，使我縱然一人在港也

不孤單，他們的關心，讓我感到溫暖。再者，

由於我的中文水平不大好，有時表達得不夠清

晰，令學員要多花時間和心力預備習作，但他

們相當包容我，沒有因此嚇怕而退學，還向我

提出改善的意見，實在感激。

我享受教導聖經精讀團契的日子，我期

望學員能夠透過精讀團契，建立穩固的聖經基

礎，根據聖經的標準來行事為人、管理教會；

且能掌握研經的方法，然後回到自己的教會

中，參與教導事奉，成為教牧同工的好助手。

這不是我一人的期望，也是明道社的使命：培

育信徒養成讀經的習慣，明道且行道。

「我們願意成為教會的僕人」

在未來的日子，明道社會繼續承擔這使

命，成為教會的僕人。六年牧會的經驗，使我

體會教會的需要，特別是香港有不少中小型教

會，資源缺乏，難以培訓弟兄姊妹，我們很願

意協助，一起推動讀經的事工。當然，我們的

目標不僅是傳遞豐富的聖經知識，也是祈求神

的話語改變我們的心思意念，使我們的生命更

新改變。

明道社發展至今，實在見證著神的恩典和

弟兄姊妹的支持。我懇請你們在各方面繼續支

持我們：金錢奉獻、作義工、鼓勵你們的弟兄

姊妹參加聖經精讀團契等。最重要的是為我們

禱告，求主額外施恩，帶領我們忠心在神的話

語上的事奉；也願彼此代禱，求天父使我們天

天愛慕祂的話，明白而遵行。

與聖經精讀團契學員大合照

一家人參與女兒的畢業典禮

issue32-2012_feb.indd   2 2012/2/23   4:49:11 PM



3

明道
　題
明明明明明明明
　

希伯來書不但有值得深思的問題，而且

有讓人好奇的地方，就是作者在全書所使用的

「天路歷程」向度。儘管全書詳述耶穌救恩的

成就、功效與應許，直到全書最末尾（十三

20）才第一次用死裡復活這個用語。全書裡

舉凡耶穌完成救恩，並且為父神悅納的歷程，

作者都是將祂描繪為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

的大祭司（四14），已經為我們進入幔內執

行大祭司的職務（六20，十20），而且經過

那更大更全備的帳幕⋯⋯只一次進入聖所

（九11∼12），進了天堂⋯⋯顯現一次，

把自己獻為祭，好除掉罪（九24、26），

並且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神

的右邊坐下了（十12；參一5、13）。作

者不但用這個跨越空間來達陣的方式，表達

「耶穌的事工蒙神喜悅，所成就的救恩有神認

可」，而且也用相同的方法來表達信徒屬靈生

活的進程。信徒的人生，從信主開始， 1 各樣

可能對信仰造成困惑的遭遇，都可視為天路歷

程中有待克服的種種顛簸歧路。神的心意是要

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二10），至終進

到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面前（十一10、13

∼16，十三14，四1∼11）。2 因此，信徒既

蒙留下，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就當畏懼

⋯⋯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四1、11），何

況他們獲得這樣的鼓勵：只管坦然無懼地來

到施恩的寶座前（四16，七19），又有這樣

的應許：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

⋯⋯進入至聖所（十20）。

不但如此，就是耶穌的頭銜也是放在這個

概念下個別命名的。在〔神要〕領許多的兒

1 David Peterson, Hebrews and Perfe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60; William L. Lane, 
Hebrews 9-13, WBC 47B (Dallas: Word Books, 1991), 465; Otto Michel, Der Brief an die Hebrä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4), 460; Hans Friedrich Weiss, Der Brief an die Hebräer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1), 674; Peter Thomas O’Brien, The Letter to the Hebrew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0), 
482, 491, 499.

2 O’Brien, The Letter to the Hebrews, 487.
3 Matthew Thiessen, “Hebrews and the End of the Exodus,” NovT 49 (2007): 369.

吳存仁博士
（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神學碩士科主任及新約助理教授）

子進榮耀裡去的行程裡，祂是在我們前頭行

的元帥（二10）。在神為我們所開一條又新

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進入至聖所的

應許上，祂是在我們以先進入幔內的那位先

鋒（六20）。在祂獻己為祭、成就救恩的同

時，祂是我們新約的中保（八6，九15，十二

24），擔保我們能進到神面前（七22）。祂

不但成就了救恩，是救恩的根源（五9）、是

救恩的「創始者」（十二2），更是保證救恩

最後必然兌現，在堅忍信徒身上成就的「成終

者」（十二2）。

作者不但使用空間挪移的典範來表達「耶

穌的事工蒙神喜悅，所成就的救恩有神認可」

這概念，更借用了舊約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事件

中的人物、事物、地名、經歷等詞彙，在耶

穌基督成就的新出埃及救恩上，指涉神救恩

的介入與以色列人的前車之鑒。因此，在這個

「新出埃及解經平台」上，我們看見作者將信

徒在耶穌十字架救恩裡開始的新生命，描繪

為〔神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裡去的行

程（二10），迴響神先前帶領以色列人進入

應許之地的行程（出三8、17，六6∼7，七4

∼5等等）。同樣在這個平台上，作者拿基督

作為領袖的尊榮，與先前的摩西相比（三1∼

6），顯然有意凸顯這個新出埃及救恩是終極

的。而以色列百姓在曠野行程上的失敗（三7

∼11），明顯是今日讀者信徒的鑑戒。3 先前

的不信從，可能會在後代百姓身上重演（四

2）；甚至有初步信仰根基的信徒，後來也可

能走向背道悖離的終局（六4∼6）。藉著先

前以色列人失敗的這些圖像、詞彙，令讀者回

希伯來書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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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舊約出埃及事件，使先前「不得進入安

息」所招致的咒詛可以變得有意義，是末後信

徒完成新出埃及行程的提醒。

不過，作者使用舊約出埃及事件，不只

提供負面的鑑戒而已，還的確有正面澄清舊

約啟示的目的，也鞏固了新約與舊約之間的連

續性。作者當然知道約書亞那代跨越約旦河、

住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相當程度享有了神

所應許的安息（書二十一44，二十三1），但

是他指著神起初創世時所享有的安息（創二

2），仔細解釋那安息日的安息（四9）才是

神應許給人的實體。先前在曠野中的以色列人

所錯失的禮物，仍然保留給後代所有願意聽從

神話語的人，而這份神所應許的「安息」，

遠勝於先前約書亞那代所享有的安息，原來

他們所有的，不過是地上先嘗的樣本（四8∼

9）。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行程，當中有

意義的除了行程本身以外，當然還有舊約的立

定、律法的頒布、聖所（會幕）的啟用、聖職

人員的就職與祭獻體系的啟動等。無疑，這部

分在希伯來書佔最大篇幅。作者不但仔細解釋

了聖所（會幕）的空間結構、祭司聖職人員的

職任、祭獻的性質與有效期限、前約的不足、

新約祭獻的超越，以及新約的啟用，並且沿用

舊約的圖像、詞彙來描繪，保證了新舊約之間

的連續性與不連續性。因此，我們看到不但耶

穌成就的救恩放在「新出埃及解經平台」上論

述，就是信徒成聖也是用這個平台來呈現。這

個平台同時以神的路與人的路兩個面向來理解

救恩，同時側重神的救恩與人的回應雙向的策

略，讓人好奇它在全書中跟解經段落與勸勉段

落堆疊的關係。

日　　期： 23/5－13/6（週三）

時　　間： 晚上7:30-9:30

上課地點： 宣道會北角堂教育樓（北角電氣道233號城市中心2樓第二期）

講　　師： 李雋博士（伯特利神學院聖經系教授）

日　　期： 24/5－14/6（週四）

時　　間： 晚上7:30-9:30

上課地點： 宣道會希伯崙堂（尖沙咀柯士甸路20號保發商業大廈1樓；
港鐵佐敦站D出口，宣道中心毗鄰）

講　　師： 李振康牧師（崇真會深水埗堂主任牧師）

**凡報讀此課程，可直接向宣道會區聯會報名（查詢請電：2381 3177）

（本文摘錄自作者的新作
《希伯來書—沿著新路來到施恩寶座前》

的導論部分，屬明道研經叢書系列，
將於五月出版。）

（本文摘錄自作者的新

本社將於5月與宣道會區聯會合辦明道訓練班—希伯來書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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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3日禮拜六，一個氣溫低於攝氏十度的寒冷清晨，天還

未亮，我們就從牀上爬起來，坐巴士，搭火車，乘渡輪，來到紅磡火車

站，外面雖然冷，但內心卻是熱烘烘的，因為我們一行五人，今天要上廣

州去，期盼著與那邊的弟兄姊妹見面問好，分享主內情誼和聖經的領受。

十時半左右，我們就抵達廣州東站，東道以撒書房的王姐妹和她的同

工，親自駕車來接我們，先帶我們參觀書房，再領我們上館子去，為我們

擺設愛筵。以撒書房位於廣州市繁盛的老區、一幢匯聚文化藝術店鋪的商

廈內，是「廣州第一家基於基督教文化的書房」，也是「基督徒生命靈糧

書房」。書房環境雅致，書籍禮品琳琅滿目；為了服務讀者，書房還定期

舉辦讀書會專題講座，這一次，鄺炳釗博士和黃儀章博士就是應邀擔任專

題講座講員。

講座於當日下午二時開始，但一時三十分還不到，弟兄姊妹已經趕

來了，希望能坐到前面來，好好聆聽神的道。結果，本來只容納三百人

的會議廳，多塞了五十人進來，連落地窗台都坐

滿了，遲來的只好站著。弟兄姊妹都帶備聖經，

隨著講解翻頁，或默念，或朗讀，想明白神的話

語。每當講員舉出生活的實例，弟兄姊妹都點頭

稱是。看他們全神貫注的樣子，就知道神的道觸

動了他們的心靈。

三個小時的講座飛快結束，但弟兄姊妹仍然留下來發問，或到書攤選

購書籍，回家繼續學習。在這塊經濟騰飛的土地上，神的道正像芥菜種和

麵酵一樣，發揮著滲透和改變的力量，引導人追求生命和美善。

暮色漸濃，是時候與弟兄姊妹說再見。王姐妹與她的同工，再次載

著我們穿過擁擠的車道，往火車站去。千里始足下，這是明道社第一次與

以撒書房搭配，服侍廣州的信徒，雖則大家兩地分隔，在主內卻是互為肢

體。但願我們繼續在這路上走下去，靠賴神的恩典，在神的道上彼此分享

激勵！也許神讓我們把祂的道傳到大江南北也未可料。

講座
剪　
座

剪剪 千里始足下
明道明道廣州行廣州行

會場一瞥

鄺炳釗博士與
黃儀章博士分享信息

大會書攤

來了 希，希希， 望能望能望能坐到坐到前面

隨

語語語

稱稱稱

動動動動

購購購

麵

著著

以以

體體

激激勵

讀書會專題講座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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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張祥志先生（香港神學院聖經科講師）

2012年1月份「明道聖經專題講座」

成全律法和先知的福音
— 從律法書和先知書反思
 福音的內涵

本 年 度 首 次

「明道聖經專題講

座」，已於1月13

日禮拜五，假尖沙

咀潮人生命堂順利

舉行。為我們開講

的，是香港神學院

聖經科講師張祥志

先生，他以「福

音的內涵」為題，引領與會者

追溯耶穌基督所傳的福音的根

源，藉此闡明福音的真義。對

香港的基督徒來說，這是一篇

切中時弊的講演。當晚出席的

弟兄姊妹約有三百人，由基恩

敬拜帶領唱詩崇拜後，隨即安

靜諦聽神的話。現將宣講內容

撮要如下：

講座內容摘要：講座內容摘要：

張先生以「為福音捨己」作為起始點，耶穌

基督傳揚福音，不但醫治、拯救、釋放人的生命

（路四18∼19），祂更加主動批判導致人受捆綁

壓制的根源，挑戰當時的權勢分子和他們的價值

觀，因而招來殺身之禍，為福音捨己。然而，主

耶穌的理念和行徑，絕非標新立異，而是與舊約

律法和先知的教導一脈相承，因為主耶穌曾說：

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

掉，乃是要成全（太五17）。因此，要明白福
音的內涵，先要認識律法和先知的教導。

律法和先知的教導，所涉及的層面相當廣

泛，涵蓋的範圍包括禮儀、家庭、社會的層面，

其中尤以社會層面最受關注，律法的教導最仔

細，先知的譴責亦最多。綜觀而言，其重點包

括：不可敬拜別神、要藉獻祭與神建立關係、守

節期紀念神的作為、愛家人、建立正確的婚姻關

係、性關係要合神心意、不要傷害人、不要強暴

搶奪財物、不要冷漠、不要偷盜、不要挪移鄰舍

的地界、不要欺壓弱勢群體、不可苦待孤兒寡

婦、賺錢不要賺到盡、要留給窮人、不要拖欠雇

工的薪金、施行豁免年、不可不幫補窮人、維護

欠債者的尊嚴及生命保障、讓弱者生命得安息舒

暢、行公義、公正審訊、不要作假見證、不要屈

枉正直、不要賄賂、交易要誠實、官長要按公義

審判子民、君王要放棄自我利益、以神的誡命管

治百姓⋯⋯

追本溯源，律法和先知的教導，其實是創

造秩序的具體內涵。創世記開宗明義指出（一∼

二章），神的創造是從混亂到秩序，因此，祂頒

下誡命、律例和典章，指示人如何建立井然有序

的大地。可是，罪惡扭曲了大地，使其重墮空虛

混沌之中。舊約的先知批判人違犯律法，呼召人

回轉到律法的教導當中。到了新約，耶穌基督繼

承律法的教導、先知的批判，向人宣講福音，呼

籲人悔改，不單要使人從罪惡裡得釋放，還要使

混亂的大地回復秩序（賽六十一1∼3；路四18

∼21）。

反觀傳統教會，傾向將耶穌基督的福音變

成個人與神的關係，只關注個人的靈命、幸福，

以及死後靈魂上天堂，漠視群體現世的生命，逃

避落實神對公義的要求。我們要反躬自問，我們

所信奉的福音，是否只有基督這個人物，失卻基

督的精神？我們所信奉的福音，是「幸」福音，

還是「義」福音？今天的香港「地」，究竟需要

怎樣的福音？

 〔是次講座乃2010年11月份講座「為福音捨己？
─從福音書反思福音的內涵」的下篇。上篇的講
座錄影已上載本會網站，下篇亦將於稍後上載。讀
者如要全面掌握張先生講論耶穌基督的福音，歡迎
到明道社網站瀏覽。〕廣廣

，，

仔仔

包包

守守守

關關

暴暴

舍舍

寡寡寡寡

者如者如者如者如者如者如如要全全要全要全要全要全面掌面掌面掌面掌握張握張握張張握張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講論講論講論講論論耶穌耶穌耶穌耶穌基督基督基督基督的福的福的福的福音，音，音，音，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到明到明到明明明到明到明道社道社道社社社社網站網站網網站網站網站網站網 瀏覽覽覽瀏覽瀏覽瀏覽。〕。。。〕。〕。〕〕〕〕〕

講座
剪　
座

剪

先禱告

直斥時弊

後宣講

issue32-2012_feb.indd   6 2012/2/23   4:49:30 PM





8 明道通訊 第32期

聖經主題叢書

從耶穌基督的比喻看豐盛生命之旅
　（一連三冊）

作者： 張慕皚（建道神學院榮譽院長、
九龍城浸信會榮譽會牧）

復活節快到了，不少教會都趁著這個

紀念主為我們受死、埋葬、復活的日子，

為初信的主內肢體舉辦水禮，與他們一

同歡喜快樂，慶祝他們踏上生命之旅。

在這個既歡欣亦莊嚴的日子，你會給你

的屬靈弟妹一份怎樣的禮物？

初信的弟妹需要學習真理，需要有人指導他們的生活，

需要認識他們所選擇的天國，需要親近主耶穌基督。有哪一份

禮物，最能夠回應他們此刻的需要，最適合在這個特別的日子

送給他們？現向你推介張慕皚牧師這套《從耶穌基督的比喻看

豐盛生命之旅》，書中紮實而平衡的論道，活潑具體的生活應

用，流暢易懂的文筆，定能幫助他們在這個關鍵時刻打好根

基，以致生命成長，活像基督。

明道研經叢書

創世記（卷上）─
　創造與拯救的上帝（附研習本）

一份
有益心靈
的禮物

重印精選

你有沒有錯過了明道社以下兩本好書？重印在即，密切留意！你有沒有錯過了明道社以下兩本好書？重印在即，密切留意！

明道研經叢書

啟示錄─
　萬主之主
　（附研習本）

作者：鄺炳釗（明道社榮譽社長／建道神學院駐院學者）

 2004年初版、2005年修訂版、即將第三次印刷

在今天個人主義泛濫的社會，

人們愈來愈將神排擠到生活的邊緣，

甚至在教會之中，祂的地位也大不如

前。鄺炳釗博士透過這本書，帶領讀

者深入研讀創世記，特別探討經文如

何記敘那位三位一體的神，從而使人

回歸生命的源頭和意義，認識這位啟示

聖經的神，亦重視神所啟示的聖經。

三次印刷

讀

如

人

示

）

作者：孫寶玲
（新加坡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2007年初版、即將第四次印刷

近年，世界各地的天災人禍似有增加

趨勢，地震、海嘯、颶風、乾旱、戰爭、

饑荒⋯⋯我們不禁問，末日是否將至？

有關啟示錄的討論也驟然多起來。孫寶玲

博士希望這書能幫助教會重新認識和閱讀

啟示錄，不但糾正本末倒置的傾向，更進

一步掌握啟示錄的中心；就是從關心主的

「再來」，進到認識再來的萬主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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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告

明道研經叢書

希伯來書—沿著新路來到施恩寶座前
作者：吳存仁（中華福音神學院新約助理教授）

本書是吳博士多年研究的努力成果，涵蓋

聖經神學與講道神學的雙重考量。最特別的地

方是跳出「更美的」這個傳統主題的框架，以

全書反覆交錯解經段落與勸勉段落的堆疊結

構，來探索希伯來書的核心信息。

時代信息叢書

誰是我王？—從士師記看敬虔人生
作者：郭文池（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迦南道真堂資深牧師）

十九世紀英國大文豪狄更斯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小說

《雙城記》，開始時有這樣的一段話：「那是最好的時代，也

是最壞的時代⋯⋯」

這句話也可以用來形容士師記的時代。以色列人帶著神的

應許準備進入流奶與蜜的迦南應許地，本應擁有一片光明的前

景，但結果士師時代是以色列人一段黑暗的歷史，步向地獄的

年代。郭牧師帶領我們經歷了「最好和最壞的時代」，明白到

誰作我們的王，怎樣決定我們的人生。

時代信息叢書

天國君王言訓—馬太福音淺釋
作者：梁景賢

 （北京國際基督教教會〔Beijing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Fellowship〕培訓事工中心講師）

「耶穌基督是教會的元首，是祂建立地上的教

會，教會應該以耶穌基督福音為根基，建造在其上。弟

兄姊妹也應該對這位元首有更深切的認識，而馬太福音

是幾卷福音書中，記載耶穌教訓最有系統的一卷。」

本書是梁牧師的講道文集，內容淺顯易明，是認

識基督信仰的入門好書，適合慕道或初信者整全和有系

統地認識教會元首耶穌基督和祂的教導，也適合弟兄姊

妹溫故知新，重新扎根。

存仁作者 吳吳存

聖

方方

全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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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瀏覽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詳 情 請 瀏 覽 本 社 網 站 （www.mingdaopress.org）

香港聖經精讀團契香港聖經精讀團契

明道訓練班明道訓練班****　　宣道會區聯會‧明道社 合辦

晚間課程、講師 日期、時間 堂數 上課地點
費用

（非宣道會會友）

希伯來書研讀（香港區）
　李雋博士

23/5－13/6
（週三）
晚上7:30-9:30

4
宣道會北角堂（教育樓）
北角電氣道233號城市中心2樓第二期
（港鐵炮台山站B出口）

$300
（連課本一套）

希伯來書研讀（九龍區）
　李振康牧師

24/5－14/6
（週四）
晚上7:30-9:30

4
宣道會希伯崙堂
尖沙咀柯士甸路20號保發商業大廈1樓
（港鐵佐敦站D出口，宣道中心毗鄰）

$300
（連課本一套）

　**凡報讀此課程，可直接向宣道會區聯會報名（查詢請電：2381 3177）

聖言善道聖言善道——新舊約證書課程　新舊約證書課程　建道神學院信徒領袖培訓部．明道社 合辦
晚間課程、講師 日期、時間 堂數 上課地點 費用

大公書信研讀（新約科）
　張雲開老師

23/5－27/6（週三）
晚上7:30-9:30

6
中華傳道會祐寧堂
灣仔軒尼詩道192-198號英京大廈1字樓
（港鐵灣仔站A4出口）

$480

明道
　堂
明明
堂堂堂堂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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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費收支報告2011年10至12月 註︰以下賬目未經會計師核實

　　請弟兄姊妹繼
續為我們禱告，以
致賜恩的神在我們
的缺乏上，顯出額
外的恩惠。

　政
報告 收入 HKD 支出 HKD

個人／團體奉獻 429,860.15 薪津／保險 598,577.43

書刊銷售 474,081.20 行政辦公室常費 130,236.81

課程收入 97,404.41 書刊出版 191,665.76

其他 2,102.33 課程支出 50,578.95

總收入 1,003,448.09 總支出 971,058.95

收入 32,389.14

由2011年7月起
至今累積虧損

(152,604.53)

1. 感謝神在這新的一年，為我們預備了余

毓繁先生任義務執行董事和陳鴻先生任

副社長，在未來的日子帶領明道社的發

展。求主保守他們很快適應新的環境和

工作，願主大大使用他們，並賜他們智

慧與能力策劃未來的事工。

2. 新一季聖經精讀團契、明道讀經課程，

和聖言善道新舊約證書課程陸續開課。

五月份亦將與宣道會區聯會繼續合辦明

道訓練班，研讀希伯來書。願神賜福各

講師，保守他們有精神和健康教導聖

經；願學員明白神的話，實踐神的道。

3. 過去三個月，本社重印多本書籍，包括

《約翰福音─道成福音的耶穌》《哥

林多前書─教會時弊的良方─愛

（研習本）》《從耶穌基督的比喻看豐

盛生命之旅（一）》。未來三個月，將

會有多本新書、重印書和電子書面世。

盼望這些書籍能成為信徒生命的幫助；

求主賜福作者，有智慧撰寫書籍，能及

早完成大作。

4. 2至4月，本社獲邀到以下教會主領聚

會，鼓勵信徒勤讀聖經，實踐真道，建

立靈命：基督教主立堂、播道會屯門福

音堂、基恩會屯門堂、旺角浸信會天恩

福音堂、筲箕灣福音堂、宣道會大窩口

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鴻恩堂、宣道會

錦繡堂、宣道會太和堂、四方福音會大

角咀堂、基督教會忠信堂、中華宣道會

曉麗堂、宣道會翠屏堂、駿發花園浸信

會、浸信宣道會榮基教會、中華傳道會

恩光堂、宣道會證恩堂、基督教恩臨

堂、基督教會以琳堂、宣道會調景嶺新

堂。

5. 加拿大辦事處將於列治文華人浸信會舉

辦「歸納式查經法」課程，而聖經精讀

團契將於4月開課，研讀彼得前書和哥

林多前書（一至七

章）。願主繼續帶

領來年的發展，賜

福給各講師教導聖

經和預備教材。
感恩
代　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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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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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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社長： 陳鴻 執行編輯： 張舒翹、劉嘉儀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與本社聯絡。

特價貨品

精選貨品

5折
（次貨）

5折
（次貨）

5折
（舊版）

7折

5折
（舊版）

5折
（舊版）

3折
（次貨）

3折
（次貨）

所有影音產品

精選貨品由7折起．精選貨品由7折起．
特價貨品更低至特價貨品更低至3折3折
於開倉期內到本社選購產品，於開倉期內到本社選購產品，
均獲贈均獲贈《基督徒生活綱要》《基督徒生活綱要》一本一本

所有正價產品一律所有正價產品一律
78折78折

（五本或以上7折）（五本或以上7折）

開倉時間：

3月26日（一）至
4月3日（二）
〔星期六、日休息〕

會員優先選購日期：

3月26至28日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至中午12:00

下午1:30至7:00

75折

明道研經叢書
以弗所書─在基督裡
合一的新群體

黃浩儀 著

聖經主題叢書
膝蓋的事奉─禱告之
聖經基礎與生活實踐

張子江 著

明道研經叢書
馬可福音─福音之始

孫寶玲 著

聖經主題叢書
講聖經‧話人生
─2010年明道聖經
專題講座文集

明道研經叢書
詩篇（一∼二十篇）
─稱頌顧念人的神

鄺炳釗 著

明道研經叢書
哥林多前書─教會時
弊的良方─愛

張永信 著

明道研習本
傳道書─試看人生
孔祥康、李錦棠 著

75折復活節復活節
特惠禮品特惠禮品
從耶穌基督的比喻
看豐盛生命之旅
（一連三冊）

張慕皚 著

3D研經系列

聖經信息叢書
認識信仰系列
鄺炳釗 著

折

會員消息：
＊ 由2012年4月開始，為了讓更多弟兄姊妹成
為本社的同行者，現有的明道社會員（即需繳
費入會）將自動取消，換言之，現有會員無需
繳費續證，同時可成為明道之友。因此，今
後所有明道之友仍可在本社舉辦的講座及課程
的書攤或在本社辦公室購買任何正價貨品均可
專享八折優惠（生日優惠和每月精選優惠將取
消）。盼望更多人可以成為我們的同路人，一
同推動更多人明道又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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