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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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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巴底亞書

我們的話　　　　余毓繁先生 pp. 1-2

明道精讀團契分組時間新安排 p. 3

服侍教會、兒童聖經精讀團契 p. 4

俄巴底亞書對今日信徒的啟迪 p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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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的　
我們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今年年初，有兩位新同工加入明道社。上一期通訊，

我們已跟陳鴻副社長見過面。今期就讓我們來認識一下

義務執行董事余毓繁先生。

人生上半場

我生於基督教家庭，父母、兄弟姊妹都是基督徒。從幼兒主日學直到

現在，都參與九龍塘宣道會聚會，父母也安排我在教會附屬學校念書。很

感恩能在基督教背景下成長，年少的時候信仰已有穩固的基礎。後來赴美

加升學，大學畢業後回港，旋即開始在銀行界工作，在業界服務三十年。

讀經與明道社

父母很重視讀經，自小就培養我們閱讀聖經的興趣與習慣，又定期舉行家

庭聚會，跟我們一起讀經、查經，從他們身上我學會研經的方法。長大後留意

到不少弟兄姊妹希望深入研讀聖經，但因缺乏材料（當時大部分釋經書都是英

文撰寫的，甚少中文翻譯）和方法，感到困難和乏味。2003年左右，張慕皚

牧師和鄺炳釗博士與我分享成立明道社的異象，我深深認同培訓信徒正確認識

聖經這使命，所以就加入了明道社董事會，一起推動這方面的事工發展。

人生下半場

感謝神！去年讓我有機會提早退休，可以做更多在全職時無法兼顧

的事，如主動關心家人、弟兄姊妹和朋友，有更多時間跟他們相處和鑽

研飲食之道等。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教會和教會附屬的學校事奉神，並擔

任明道社義務執行董事，用過往三十年的財務和行政管理經驗服侍教會

和機構。

訪問：張舒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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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明道社

出任明道社義務執行董事這半年以來，無論在出版或培訓方面，我更加切實

了解明道社的事工。發展至今，明道社仍堅守其成立之目的和使命。現時有不少

基督徒都希望深入研讀聖經，但與此同時，大部分教會卻有同工不足的情況，特

別是中小型教會，牧者傳道工作量大，時間及資源緊絀，未必有足夠的人力物

力帶領信徒研經及培訓信徒帶領查經。針對這個現象，明道社願意作教會的僕

人，支援協助教會培訓信徒掌握歸納式研經法，俾能自行有效研經。如果弟兄姊

妹的靈命和聖經知識達到一定水平，就可以擔任查經組長，在教會或明道精讀團

契帶領信徒一起查考聖經。當中有教導恩賜的，更可以接受進一步栽培，發揮

恩賜，在教會任主日學及團契導師，減輕牧者的負擔，協助他們建立基督的身

體。

未來明道社希望藉著資源共享，更有效善用現時有限的資源，服侍更多教

會。我們盼望能夠跟各區教會建立緊密關係，配合區內教會的需要，即由現時

服侍個別堂會擴大至區內教會，提供適切的明道精讀團契和讀經課程，裝備區

內信徒。正如羅馬書所言：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八

28）。

另外，明道社也出版了不同的叢書，如「明道研經叢書」，讓華人弟兄姊妹

讀經時有更多優良的中文參考書，幫助他們明白神的話，造就生命。

深信每一個信徒明道行道，建立扎實的信仰根基，對教會增長和福音傳揚都

會有很大幫助。願神繼續帶領使用明道社為此盡一點綿力！

2 明道通訊 第33期

余先生在明道社新辦公室
奉獻禮上數算主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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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精讀團契」已經踏入第五年了。在過去的日子，有弟

兄姊妹因為參加了精讀團契，生命有所成長，我們為此感恩！

今年，我們檢討精讀團契的運作，並聆聽團友的回應和建

議。因此，由新一季（7-9月）開始，精讀團契的分組時間將有

新的安排，劃分為下列三個部分：

詩歌敬拜（10分鐘；跟現時一樣）

小組查經（55分鐘；合併兩次分組時段）

專人講解（55分鐘；比現時稍長）

第一部分「詩歌敬拜」沒有改動，在每次聚會開始時，我們

仍會一起先唱詩讚美神。

第二部分是「小組查經」的時段，我們將過往的兩次分組合

併，以省卻來回走動，讓弟兄姊妹有較長且連續的時間（接近一

小時），在小組內討論經文內容和功課，加深對聖經的認識。

第三部分「專人講解」亦跟過往一樣，只是時間略為延長。

當然，每種安排都有利有弊。這次改動，一方面是回應團友

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希望各團友更專注於經文的討論和分享，讓

精讀團契小組更為有效。盼望各團友早日適應這個新安排，並能

從中獲益。

「明道精讀團契」「明道精讀團契」
分組時間新安排分組時間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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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明道精讀團契的模式自

下一季起有新安排外，我們更在

今年暑假首次舉辦「兒童聖經精

讀團契」。希望幫助小孩子掌握

「歸納式研經法」，懂得運用

「觀察、解釋、應用」的技巧發

掘神話語的寶藏，自小喜愛讀

經。詳情見右邊海報：

查詢及報名：2986 9968

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  號匯達商業中心 6  樓 6  號室
電話：(852) 2986 9968　　　電郵： info@mingdaopress.org  
傳真：(852) 2986 9926　　　網址：www.mingdaopress.org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二十二6）

奇妙的耶穌

兒童聖經精讀團契
宣道會北角堂、明道社　合辦
基恩敬拜音樂事工　協辦

活用歸納式研經法教導小孩子明白神的話語，開啟他們讀經的鑰匙，叫他們在
真理中得到飽足。課程內容主要精選本社出版的《奇妙的耶穌──看看神蹟》
內的六個神蹟，並加上基恩敬拜音樂事工的祈禱仔唱詩歌，務求將聖經的繽紛
世界活現於小朋友眼前，使他們全情投入「閱」讀聖經。

導師：江彩鳳姑娘（宣道會華貴堂傳道［部
分時間］，負責兒童級主日學及青少年
工作；建道神學院基督教研究碩士，
前中學教師，富有教學經驗，並對歸
納式研經法素來有研究，在教養孩子
方面也甚有心得。）

對象：小學三年級至六年級

名額：50名

日期：7月20日至8月24日（6堂）

時間：逢星期五早上十時至十一時半

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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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眼核樹：《奇妙的耶穌－看看
神蹟》。香港：明道社，2006。
（原價$65元，優惠價$52元）      

首次舉辦

免費參加

名額有限

　　明道社是跨宗派的基督教機構，於2003年成立以來，一直致力協助教會推動

信徒讀經、明白神的道（明道），並在生活中實踐神的道（行道）。為了更有效

與教會同工，今年我們更開始或加強了以下兩方面的服侍：

主領聚會
1. 安排講員主講「讀經日營」和「讀經營」（新增）

2. 安排導師帶領「OIA查經訓練」及「OIA查經小組組長訓練」（新增）

3. 安排講員在主日崇拜講道

免費提供「明道精讀團契」查經材料
主要是提供一套整全的查經資料供信徒小組查經時使用。材料包括查經問題及生

活應用題目、經文解釋／講義和課程錄影。

詳情及申請表格請瀏覽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org）

兒童聖經精讀團契
宣道

兒童聖經精讀團契

服
侍
服
侍
教
會
教
會

＊ 同時間有成人的明道精讀團契：

公義與慈愛—俄巴底亞書和約

拿書精讀，歡迎家長參加。（詳

參第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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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俄巴底亞書只有一章，一共二十一節，是

十二先知書中最短的一卷。先知俄巴底亞的名

字，是希伯來文`öbadyâ（Obadiah）的音譯，意
即「上主的敬拜者」或「上主的僕人」。有猶太

傳統指俄巴底亞本是以東人，後來歸信了以色列

人的信仰，但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是事實。

俄巴底亞書所針對的對象以東，是以掃的

後裔，與雅各的後裔以色列人（猶大人）本是兄

弟，但以東卻妄顧手足之情。驟眼看來，俄巴底

亞書的信息與今天的信徒好像沒有甚麼關係；不

過，這卷書既被列入正典，自然有信徒要知道的

信息。事實上，歷代以來，國與國、人與人之

間，充斥著不少「以東」和「以色列」的故事。

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爭議、南北韓的紛爭、

本地的兄弟之爭、家族的家產之戰等等，都是表

表者。

有人說這個世界只有兩類人：一類是欺負人

的，另一類是給人欺負的。俄巴底亞書的以東，

似乎是第一類，而猶大則是第二類。

內容淺析
1. 以東的核心問題：心中無神、目中無人
（1∼4節）

第3至4節提到以東是個狂妄自大、目空

一切的傢伙！

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處的啊，你因狂傲自

欺，心裡說：「誰能將我拉下地去呢？」你

雖如大鷹高飛，在星宿之間搭窩，我必從那

裡拉下你來。這是耶和華說的。

以東的位置的確有地理上的優勢，坐落

高山之上，易守難攻，這是事實。所以經文提

到，以東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處，並且如

大鷹高飛，在星宿之間搭窩，不是完全沒有

根據的。另外，以東也以智慧見稱（8節提及

智慧人、聰明人）。地利人和的強勢，正正

是使以東驕傲的原因。以東以為自己是打不死

的，因此心裡說：誰能將我拉下地去呢？環顧

明道
　題
明明明明明明明
　　 俄巴底亞書俄巴底亞書對今日信徒的啟迪對今日信徒的啟迪

四周，持類似想法的人，的確不少。遠的有希

特勒，近的有薩達姆、利比亞的卡達菲⋯⋯

也許我們會以為：只有心中無神的人，

才會目中無人、才會驕傲；而且，一般來說，

驕傲的，都是有條件的人。不少信徒又可能以

為：不信主的人傾向比信主的人更驕傲、自

恃。可是，其實基督徒也可以是很驕傲的。我

們有沒有自視過高呢？

你是不是很喜歡那些同意你看法的人，或

者常常稱讚你的人呢？你有沒有嫉妒別人呢？

驕傲的人必然也會嫉妒人的。從另一個角度

看：你會不會很自卑呢？又或者：你會不會不

願意接受別人的幫助或餽贈呢？這些都可以是

驕傲的表現呢！

歸根究柢，甚麼是驕傲呢？簡單說：就是

「唔輸得！」（廣東俗語，意即「好勝」）而其

實，我們或多或少，都會有不肯認輸的時候。

魯益師（C. S. Lewis）說過：「驕傲是世界上

沒有一個人能免除的惡」，這句話值得三思。

2. 以東對弟兄的表現（11∼14節）

短短四節經文有八個你不當（´al ,“Do 
not”，「你不該」《新譯本》）的指摘。如果

說患難見真情，那麼，以東明顯就不是真兄弟

了。因為在猶大面臨亡國危機的時候，以東竟

然有以下的表現：

2.1 袖手旁觀（11節）

你竟站在一旁（11節）;「那時你竟袖手旁

觀」《新譯本》。這句話原文出現於第11節

的起首位置，有強調的作用。

你不當瞪眼看著（12a節）；「你不該看著

不理」《新譯本》。

2.2 幸災樂禍（12b節）

⋯⋯猶大人被滅的日子，你不當因此歡

樂；他們遭難的日子，你不當說狂傲的

話；「猶大人被滅的日子，你不該幸災

樂禍；他們遭難的日子，你不該張口狂

傲。」《新譯本》。

謝慧兒博士
（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部主任）

8月份明道聖經專題講座講員
（講座詳情參第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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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落井下石（13∼14節）

我民遭災的日子，你不當進他們的城

門；他們遭災的日子，你不當瞪眼看著

他們受苦；他們遭災的日子，你不當伸

手搶他們的財物；你不當站在岔路口剪

除他們中間逃脫的；他們遭難的日子，

你不當將他們剩下的人交付仇敵。

「你不應站在交叉路口，截殺他的難民」

（14a節，《思高譯本》）；「你不應

該在他們遭難的日子把他們交給仇敵」

（14b節，《現代中文譯本》）。

或者讀者會認為，以上的行為那麼缺德，

我是不會做的。可是，如果我將以上的行

為歸納為：「不做應該做的事」和「做不

應該做的事」，你的想法可能會不一樣。

 a. 不做應該做的事

例如：開會，要做重要的決定，可是，

有可能因為你不參與、或不投票，以致

重要的決定不獲得通過。

又例如：世界各地的人需要我們關心幫

助，我們卻視而不見；福音事工需要我

們一起努力，我們卻彼此推諉，諸如此

類。

 b. 做不應該做的事

例如：信徒借代禱為名，將別人的私隱

傳開，弄得是非滿天。

又例如：有基督徒或教會領袖犯罪的時

候，我們總喜歡「大做文章」，完全沒

理會當事人的感受和自尊等等。

不過，有時，甚麼是應該做、甚麼是不應

該做的事，是非黑白，不一定那麼分明。香港

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曾經分享他一次難忘的經

歷：上任之前，學生會邀請他參加一個聚會，

並請他坐在台上。台上有一個用布蓋著的大時

鐘，是用來倒數前任校長的任期剩下來的小時

的。當時，學生會的負責人要求這位候任校長

將布揭開來。揭還是不揭？經過一番苦苦思量

之後，沈校長站起來，對同學說：「我們的一

生，總會遇上與自己意見不一樣的人，我們可

以不同意對方的立場，不過，我們對人仍然要

有基本的尊重。所以，這個鐘的布，我是不會

揭開的。」求主幫助我們，賜給我們智慧，知

道甚麼是應該做、甚麼是不應該做的事。

3. 以東的結局（15∼16節）

耶和華降罰的日子臨近萬國。你怎樣行，他也

必照樣向你行；你的報應必歸到你頭上。你們

猶大人在我聖山怎樣喝了苦杯，萬國也必照樣

常常地喝；且喝且咽，他們就歸於無有。

以上兩節經文告訴我們：神至終是會施

行審判的：你怎樣行，他也必照樣向你行；

你的報應必歸到你頭上。經文中的降罰、猶

大人和苦字，原文是沒有的。所以原文的句子

可以譯作：「耶和華的日子臨近萬國⋯⋯你們

在我聖山怎樣喝杯⋯⋯。」意思是說：以東人

很開心，以為自己處於強勢，於是狂歡暢飲，

卻不曉得上主（降罰）的日子會來到，有一天

以東和列國會飲、飲到死為止。以東狂傲自誇

說：「誰能將我拉下地去呢？」神的回應是：

「我必從那裡拉下你來。」的確，歷史告訴我

們：以東今天已經成為廢墟，實實在在被拉了

下馬、被拉了下來。

以東，在聖經有時被用來代表敵擋神的勢

力，而這個勢力，是經常與猶大（代表屬神的

子民）爭戰的。不過，這些敵擋神的勢力縱然

暫時得勝，至終卻必然招致神的懲罰。

俄巴底亞書的結束，第21節：必有拯救

者上到錫安山，審判以掃山；國度就歸耶和

華了，是向世界的宣告，宣告神的王權有一天

會彰顯，而這，也是俄巴底亞書一個重要的信

息。

結論
在引言部分我提及：有人說這個世界只有兩

類人：一類是欺負人的，另一類是給人欺負的。

不過，也許這個世界本來只有一類人，那就是：

罪人。我們有時會給人欺負，可是，曾幾何時，

我們也會欺負人。縱然我們信了主，理論上是

「猶大」、是屬神的子民，有時我們還是會像以

東一樣，會驕傲、會好勝。求神幫助我們，時刻

警醒。

在另一方面，假如我們現正身處「猶大的光

景」，特別是因為我們是屬神的子民而遭人欺負

的話，讓我們不要氣餒，要緊記神是那位至終掌

權的神、是公義的主。正如啟示錄二十二章12節

也提到的：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

人所行的報應他。或現在，或將來，神一定會施

行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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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告

報名方法：

1. 電郵報名：請電郵至course@mingdaopress .org報名，並註明姓
名、電話及電郵。

2. 網上報名：明道之友可登入本社網站www.mingdaopress .org報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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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8月份明道聖經專題講座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明道社合辦

俄巴底亞書、
約拿書的研討

日期：8月31日（五）

時間：7:30-9:30pm

地點：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銅鑼灣摩頓台11號）

講員：謝慧兒博士 (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部主任)

防
不
勝
防
？！

講座內容簡介

有人以為作為基督徒，對試

探、包括驕傲、自憐等的

試探，警覺性會更高，也

會更容易克服，其實不然。

昔日，非神子民的以東人、

以及屬神子民的約拿，都分

別陷入驕傲或自憐的試探之

中。這兩個身分懸殊的組

別，他們的經歷，如何成為

我們的借鏡呢？讓我們一起

來探討。

費用全免‧報名從速‧額滿即止

試
探
：

講員簡介

謝慧兒博士，畢業於加拿大
多倫多大學。後於美國威斯
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 r 
Theological Seminary）取得宗
教文學（聖經研究）碩士、神
學（舊約）碩士及詮釋學（舊
約）哲學博士。博士論文題為
“The Concept of God in the 
Book of Ecclesiastes”（〈傳
道書的神觀〉）。
謝博士曾任職遠東廣播公司，
並曾任教於新加坡神學院。現
任香港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部
主任及滕近輝教席副教授，教
授釋經學及舊約課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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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剪　
座座

剪剪

上述講座已於4月20日晚在中國基督教播道

會同福堂順行舉行。當晚雖然滂沱大雨，仍有

五百多位弟兄姊妹前來聆聽神的話語。三位講員

從不同角度分享金錢的可為和不可為，信息內容

撮要如下：

有信徒認為討論金錢是屬世的表現，屬靈

的基督徒不應談論金錢。黃博士卻引用多處經文

來糾正這種想法。從舊約智慧文學來看，金錢是

神賜福的表達，也是信徒美麗屬靈生命的具體彰

顯。金錢除了可以保障個人生活，也可以奉獻給

神、支持神的事工、幫助有需要的人或機構，這

些都是金錢的「可為」。另一方面，豐盛生命不

是單從擁有多少金錢來衡量。金錢雖然可以帶來

豐富的物質，卻也有很多「不可為」，如家庭、

團契、友情、健康、喜樂、平安和救恩這些珍寶

都不能以金錢換取。

在投資界工作多年的吳先生指出金錢文化對

現代人的影響。在崇尚快捷的世界潮流下，投資

跟消費一樣講求即時滿足，由以往為未來積穀防

饑的文化轉移為活在當下、享受人生的文化。他

又指出人容易對金錢產生幻覺，包括擁有專業投

資者的知識和大量金錢，還有金錢帶來的快樂，

因而出現短暫的亢奮，長遠難以擺脫金錢的誘

惑。最後，他以兩個有關金錢價值的故事作結，

叫我們反思生命有沒有價值錯配；反省究竟是我

們駕馭金錢，還是被金錢駕馭。

陳傳道從生活實踐的角度來分享，指出金

錢吸引人之處是可以擁有購買力的一時快感。人

往往以「更多」為人生目標，追求「更好」「更

美」「更快」等。欲望無盡，人所共知，我們會

為此而在家庭、健康、道德等方面妥協嗎？欲

望只是「想要」，並非「需要」。我們應從「更

多」欲望的追求，學習「更」體現神造人的寶貴

價值，認清甚麼是真正的需要，並且適當管理金

錢和積蓄，履行神吩咐的責任，活出神的召命。

黃博士在總結時指出智慧文學教導我們「敬

畏耶和華」「行公義」等較金錢更值得追求；要

重視「生命的投資」多於「金錢的投資」；更要

存知足常樂的心，感謝神所賜的一切。盼望箴言

三十章7至9節是我們的禱告：我求你兩件事，

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求你使虛假和謊

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

的飲食，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

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

（是次講座錄影稍後將上載本社網站，歡迎登入聆聽詳情。）

三位講員與本社同工合照
左起：林惠健先生、吳兆基先生、黃儀章博士、陳傳華傳道

2012年4月份「明道聖經專題講座」

從從智慧文學智慧文學看金錢的看金錢的
可為可為和和不可為不可為
講員：黃儀章博士（伯特利神學院聖經系教授）

　　　吳兆基先生（恒基陽光資產管理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陳傳華傳道（播道會同福堂區牧及教育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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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掠影

明道研經叢書

希伯來書—沿著新路來到施恩寶座前（附研習本）

研經本  作者：吳存仁（中華福音神學院新約助理教授）

研習本  作者：曾培銘、李錦棠、陳鴻

（研習本可以單獨購買，適合團契、小組使用。
答案請自行登入本社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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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這本書合併了吳博士兩方面研究的努

力：希伯來書的聖經神學與講道神學的雙重

考量。吳博士指出長久以來，對希伯來書的

核心信息，學者多半執著於「更美的」這主

題，忽略了全書反覆交錯解經段落與勸勉段

落的堆疊結構。他以此為基礎，帶領讀者細

琢聖經作者的用字、追溯他思路的淵源、考

究他鋪陳的講論邏輯，從舊約到新約、從字

彙到結構、從地上到天上、從現世到永遠、

從預表到現時、從圖像到實體、從理念到應

用，從而看見希伯來書的作者怎樣擴張讀者

的屬靈視野，並且展示了一個從解經、釋經

到講道的絕佳範例。

作者簡介

吳存仁博士，中華福音神學院道學碩士、美國

三一國際大學（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新舊約神學碩士、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新約博

士。自2005年起任教於中華福音神學院，現時

為該院神學碩士科主任及新約助理教授。著有

Sanctuary Imagery in Hebrews 10:19-20 As A 
Reflection of Early Christians’ Understanding of 
Christ’s High Priesthood、《幔子裂開：一條又新
又活的路》；譯作：《中級希臘文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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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深牧師。著有《異象的人生：從

尼希米記看建造生命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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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作

內容介紹

「任何時期，神的子民若沒有

順服神，就只有走向痛苦和滅亡之

路；相反，若曉得以神為王，就能

看見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過一個

豐盛、可以經歷『各樣美善』的人

生」，這是郭牧師對士師記中心信

息的總結。

士師時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

們今天身處的時代，同樣是「最好和最壞的時代」，很在

乎我們是否以神為我們的王，是否順服神的帶領。郭牧師

這本書，教導我們在這個最好也是最壞的時代如何真正讓

神作王，「不任意而行」，不重蹈以色列人步向滅亡的覆

轍，能在這黑暗的世代活出敬虔的人生。

士，士士，，中華中華華福音福音福音神學神神學神學院道院道院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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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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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介紹

馬太福音是記錄耶穌教導最多的福音書，收集了耶

穌在不同場合所發表的言論，有系統地整理成五篇以「天

國」為主題的講論，每篇都有一個明確的中心。

梁牧師過去二十多年一直在講壇服侍，本書是他關於

馬太福音的講章集，有系統地幫助我們認識天國君王耶穌

和祂的教導，特別是「天國」的教導。梁牧師的講解簡明

扼要，更重要的是有許多實際事例，拉近經文與現實的距

離，有效幫助讀者明道行道。

作者簡介

梁景賢博士，香港建道神學院神學學士

（1985年）、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1991

年）、建道神學院教牧學博士（2000年）。

1985至2000年間先後在新翠崇真堂、基督教沙

角福音堂、平安福音堂南山堂牧養教會；2001

年轉往牧職神學院參與神學教育事工；自2007

年至今為國內北京國際基督教教會義務宣教士，

負責培訓事工。工工工。。

作者：
黃福光

博士

　　　
（香港

浸信會
神學院

聖經研
究科舊

約副教
授）

士師記
＋詩篇

＝？？
？

「劍膽
琴心」

往往是
武俠小

說世界
裡令人

神往

的人物
特質，

可有想
過在聖

經裡就
有一個

這樣的
人

物？他
就是我

們熟識
的「大

衛」。
他既是

豎琴詩
人，

又是沙
場戰士

。黃福
光博士

從大衛
身上得

到靈感
，將

士師記
六位大

士師和
詩篇裡

不同類
型的詩

章共冶
一

「書」
。如此

嶄新的
嘗試，

你豈能
錯過？能錯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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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聖經精讀團契兒童聖經精讀團契
奇妙的耶穌─看看神蹟（詳情請參第4頁） 江彩鳳姑娘

早上課程 20/7—24/8﹙週五﹚ 10:00-11:30 am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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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長訓練組長訓練
課程、講師 日期、時間 堂數 上課地點

組長訓練班

早上課程

曾培銘先生

18/7（週三）9:30-12:30 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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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間課程 20/7（週五）7:30-10:00 pm 

課程費用：免費
訓練內容包括： a. 歸納式研經法（OIA）的特點與方法，經文練習；
 b. 帶領小組時，組長如何配合使用明道社研經／研習系列叢書及資料；
 c. 帶領小組的技巧和注意事項，如提問技巧、時間分配、組員互動等。

香港明道讀經課程香港明道讀經課程
課程、講師 日期、時間 堂數 合辦教會及上課地點 費用

舊約經卷
研讀班

早上課程

陳錦友博士、
黃儀章博士、
李雋博士、
李錦棠先生、
曾培銘先生、
蒙日昇牧師、
林惠健先生

31/7（週二）、
15/8－26/9（週三）
10:00-12:00 am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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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精讀團
契組長可
享半價優
惠）晚間課程

31/7（週二）、
16/8－27/9（週四）
7:30-9:30 pm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尖沙咀寶勒巷25號3樓
（港鐵尖沙咀站D2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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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相愛——約翰一二三書研讀（新約科）
曾培銘先生

4/7－15/8（週三）
放假18/7
7:30-9:30 pm

6

建道神學院市區校園
灣仔蘭杜街2號麗都
大廈1樓（港鐵灣仔
站B1出口）

$480

從聖經
看生命
成長

晚間
視像
課程

鄺炳釗博士、謝慧
兒博士、潘仕楷先
生、張雲開先生

16/7－19/7
（週一至週四）
7:00-9:45 pm

4

報讀任何一個課程
收費$1,040（凡於
6月30日或之前報
名只收$1,000）。
同時報讀兩個課程
收費$1,960（6月
30日或之前報名只
收 $1,920）

早上
視像
課程

馮耀榮牧師、鄺成
中博士、潘仕楷先
生、麥耀光牧師

17/7－20/7
（週二至週五）
9:00-11:45 am

4

明道
　堂
明明
堂堂堂堂堂

香港明道精讀團契香港明道精讀團契
彼此相愛─約翰一、二、三書精讀 曾培銘先生

早上課程 10/7—28/8﹙週二﹚ 10:00-12:00 am 8堂
九龍塘宣道會
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

成全救恩的基督─馬太福音（一至十三章）精讀 林惠健先生

晚間課程
10/7—11/9﹙週二﹚
放假31/7‧21/8

7:30-9:30 pm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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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義與慈愛─俄巴底亞書、約拿書精讀 曾培銘先生、李錦棠先生

早上課程 20/7—31/8﹙週五﹚ 10:00-12:00 am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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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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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神！今季有接近九百位學員參加明

道精讀團契。一如往年，今年暑假期間

各課程仍會如常進行。其中明道讀經課

程之「舊約經卷研讀班」，更邀請了數

名專精舊約的聖經學者、牧者任教。願

神使用各位講師幫助弟兄姊妹掌握閱讀

舊約的竅門，也願神在舊約的教導深藏

各學員心裡，成為他們生活的力量和幫

助。

2. 感謝神！今年暑假本社將首次舉辦「兒

童聖經精讀團契」。求主預備小朋友有

受教的心、保守導師和領詩等事奉人員

有美好的靈性和教導的智慧，並帶領一

切籌備工作（包括預備教材）。深願藉

著團契活潑的教導，讓小朋友認識神的

話語，自小培養讀經的興趣。

3. 過去三個月，本社出版的新書包括：明

道研經叢書《希伯來書—沿著新路來

到施恩寶座前》、時代信息叢書《誰是

我王？—從士師記看敬虔人生》和

《天國君王言訓—馬太福音淺釋》。

願將這些成果呈獻給神，求祂用來造就

信徒的生命。也求神保守各位作者，賜

他們智慧和精神撰寫書籍。

4. 今年5至7月，本

社獲邀到以下教

會主領聚會，分

享信息：播道會

屯門福音堂、基督教信道會慈雲山堂、

北角福音堂、葵涌新生命堂、宣道會恩

澳堂、竹園區神召會榮恩堂、富善崇真

堂、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馬鞍山堂、中

華傳道會中心堂、加略山基督教會、中

國佈道會祥華堂、五旬節聖潔會九龍

堂、元朗崇真堂。願神的道激勵弟兄姊

妹在生活上明道行道。

5. 加拿大辦事處今季舉辦了兩個聖經精讀

團契：基督教頌恩堂（溫哥華）研讀彼

得前書、列治文華人浸信會研讀哥林多

前書（一至七章）。下一季將於本拿比

華人播道會和列治文基督教頌恩堂舉辦

「歸納式查經法」。願神的道在世界各

地方宣講。

感恩
代　代代

經常費收支報告2012年1至3月

註︰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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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487.50 薪津／保險 562,593.60

書刊銷售 175,907.90 行政辦公室常費 141,275.43

課程收入 77,356.00 書刊出版 105,455.00

其他 46.17 課程支出 20,510.00

總收入 544,797.57 總支出 829,834.03

不敷 (285,036.46)

由2011年7月起至今累積虧損：(437,640.99)

和和和和和列列列

經經經經經經法」法」法 。願。願願願願神的神的神的神的神的神的神的神 道在道在道在道 世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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