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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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師記與詩篇選讀

我們的話　　　　　曾培銘先生 pp. 1-2

簡樸的領袖俄陀聶　黃福光博士 pp. 3-4

合一的祝福　　　　黃福光博士 pp. 5-6

特稿：專訪梁永善牧師 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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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與一位明道精讀團契學員分享讀經的樂趣與

經驗，他說有些經文看過很多遍，已經沒有趣味，也沒

有新的領受，漸漸覺得沉悶。另外，有些經文所記載的

事，與處身二十一世紀大城市的信徒好像扯不上任何關

係。遇到這些經文，究竟怎樣可以「愈讀愈有趣」「愈

讀愈起勁」？他又好奇，想知道我準備查經材料時，會

否感到很沉悶。

記得念神學時，有一位老師曾對我們說，用一生的

時間也查不完聖經！另一位老師又說，所有經文對歷世

歷代信徒都有幫助。可是，那些滾瓜爛熟的經文，又如

何可再發現新的信息或領受？上述情況我也遇過不少，

特別是「從小聽到大」的經文。以下是幫助我「愈讀愈

有趣」的心得，在此與大家分享：

祈禱

讀經前我會先祈禱，求神使我更熱愛祂的話語，更

明白祂的心意。也會求神挪去我的驕傲與自以為是，特

別是那些「從小聽到大」，閉上雙目也能背誦如流的經

文，我會特別祈求神使我謙卑，更加細心閱讀與思考，

而不是懷著「我都知道這段經文的意思啦！」的心態草

草讀畢了事。

多想多問多明道

閱讀一段經文，我會多想多問：「這卷書或是這

段經文屬於甚麼文體？」「這段經文與上下文有甚麼

聖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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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為甚麼作者要這樣寫？」「經

文中各個元素有甚麼特別意思嗎？」「這

段經文的背景是甚麼？」「當時的人面對

甚麼處境？」「他們的生活環境怎樣？」

等，這些問題幫助我更深入和更廣闊地思

考經文。另外，我也不怕「多問」和「問

錯」，因為研經時會翻查不同釋經書、有

關查經方法和介紹聖經背景的書等等，藉

此看看自己的問題和答案有沒有「偏離軌

道」。根據個人經驗，這種方式能幫助我

發掘很多以前忽略的東西。回想預備約翰

福音—這卷從小就認識、公開試也考

過、神學院亦有修讀的書卷，當我再次細

心思想經文時，發現不少新領受，真是叫

我十分興奮！這些新領受也幫助我檢視個

人的信仰生命。

反思與應用

當我遇到一些好像與現代生活完全

無關的經文時，除了用上述的方法去發掘

更多資料外，有時也會嘗試思想，如果要

面對和處理經文所記載的事情，我會有甚

麼感受？以利未記第一章有關燔祭的事為

例，除了使用上述方法來理解經文的意思

外，還會假設如果自己是祭司，要屠宰動

物，處理充滿血腥的場面，會有甚麼感

受？焚燒祭物的時候所發出的氣味，我又

能否忍受？在這樣的環境下，我能否事奉

得喜樂？對於現代人來說，這是屬於「厭

惡性工作」啊！如果今天神要我到我不願

意去的地方事奉，我會怎樣回應祂？

祈禱和行道

讀經之後，我會再次祈禱，首先檢視

個人生命有何要改進的地方，有甚麼得罪

神的思想言行，需要神的寬恕與加力去克

勝它們。最後祈求神幫助我活出信仰，討

祂喜悅。

有時候聽到明道精讀團契的弟兄姊

妹分享很想學習查經，參加了明道精讀團

契和其他課程之後，讀經和行道的生活得

著更新與進深，心中實在非常感恩。其中

一位弟兄分享，他把課堂上所學習的與自

己教會的弟兄分享，除了交換到不少查經

心得外，彼此之間的情誼也加深了。感謝

主！

如果你想讀經「愈讀愈有趣」「愈讀

愈起勁」，請不要猶豫，看看哪一個明道

精讀團契適合你。

曾培銘
您的同工

（聖經教導主任）

issue35-2012.indd   2 2012/11/7   2:22:59 PM



3

明道
　題
明明明明明明明
　

引言

怎樣才有資格稱為大師？就是原

本難度高的事情，那人做起來卻像輕而

易舉。俄陀聶可說是屬靈大師。要遵照

神的吩咐而行並不容易，然而俄陀聶卻

像很容易似的，令人往往忽略他。其他

士師遵照神的吩咐而行的過程，就沒有

他那麼容易了。

I. 能幹、有膽色

俄陀聶兩次面對敵人。第一次是

一章11至12節，記載迦勒與族人到了

底壁，迦勒以女兒下嫁成功攻城的人來

徵召勇士，可見那城並不容易進攻。經

文簡單直接記載俄陀聶成功攻城，過程

沒有甚麼特別，沒有天使、沒有異象，

也沒有先知指引。當然俄陀聶不是單槍

匹馬，而是帶領一班人一起去攻城，可

見他是有策略和領導能力的領袖。當時

俄陀聶的年紀不會太大，因為只有六十

歲以下的人才能進入迦南。

我們不知道神在甚麼時候、用甚

麼方法來訓練人事奉祂。今日我們不用

打仗，跟俄陀聶的訓練不一樣，神又如

何訓練我們？神學院的訓練與神給我們

的訓練相比，少得多、短得多。神學院

的訓練不過是三、四年，頂多再多幾

（士一 1 ∼ 15，三 1 ∼ 10）

年；神訓練我們卻是一生之久。神學院

所教的不外是釋經、講道、輔導；神訓

練人的層面卻闊得多，要訓練我們成為

僕人，好像俄陀聶一樣。相信當時俄陀

聶並不知道神要他做甚麼，但肯定之前

神已開始訓練他。同樣，我們不知道神

要我們在甚麼時候、要怎樣服侍祂，但

知道祂每天都在訓練我們。

II. 忠心、專注、有責任心

第二次的敵人是古珊利薩田，是

從北美索不達米亞來的何利人。三章

10節俄陀聶再次出現，神的靈降臨在

他身上。第一章的戰事屬私人性質，

為族人和娶押撒而戰；第三章卻是為拯

救以色列人而戰，所以神的靈降臨在他

身上，而不是靠他個人的力量來拯救以

色列人。從第一章已經知道俄陀聶是個

有能力的人，但即使有能力也不能靠己

力去拯救以色列，需要神的靈來作成。

神的靈降臨在他身上還顯示這是神的揀

選，不是人的揀選。俄陀聶與其他士師

的分別在於，當他清楚自己的責任，便

專心致志來完成。以笏要以暗殺伊磯倫

來完成；底波拉是女子，巴拉不信任

她；基甸遇上挑戰便懼怕，要神多方堅

固他的信心、鼓勵他；耶弗他同樣害

怕，不然就不會起誓將第一個迎接他的

簡樸的領袖
俄陀聶

《劍影詩情》是士師記與詩篇的講章集，究竟兩卷書有甚麼關《劍影詩情》是士師記與詩篇的講章集，究竟兩卷書有甚麼關

係？作者黃福光博士這樣解釋：「結合士師記與詩篇講章成集的意係？作者黃福光博士這樣解釋：「結合士師記與詩篇講章成集的意

念來自大衛，他是文經武略的戰士和音樂家。此等劍膽琴心之士，念來自大衛，他是文經武略的戰士和音樂家。此等劍膽琴心之士，

相信認識中國歷史和武俠小說的讀者不會感到陌生⋯⋯士師記讓我相信認識中國歷史和武俠小說的讀者不會感到陌生⋯⋯士師記讓我

們觀察聖經人物的外在言行，詩篇則讓我們從局內人的角度透視他們觀察聖經人物的外在言行，詩篇則讓我們從局內人的角度透視他

們的內心世界。」們的內心世界。」

以下選取了士師記與詩篇的文章各一，讀者可嘗試運用黃博士以下選取了士師記與詩篇的文章各一，讀者可嘗試運用黃博士

這嶄新的角度來讀一讀，看看有甚麼新的領受。這嶄新的角度來讀一讀，看看有甚麼新的領受。

黃福光（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聖經研究科舊約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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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獻給神；參孫從來沒有完成神給他

的使命。可能俄陀聶也害怕，但他將

恐懼擱在一旁，繼續信靠神。

俄陀聶的故事在整卷士師記，

像是從士師時代回到摩西、約書亞時

代；又像老一輩牧師願意事奉、願意

獻身的時代。單純、能吃苦，俄陀聶

就是這樣的領袖。

要思考神呼召我們在教會、家

庭、社會作甚麼；要反思我們有沒有

專心、忠心事奉；會否手握著犁，同

時卻回頭四圍觀望，因懼怕而不敢繼

續前行；還是像俄陀聶一樣，當神的

靈降臨，就專心做好神差派的工作，

包括裝備好自己。雖然經文沒有提到

俄陀聶怎樣準備好應戰，但我們知道

必須有準備才能作戰。同樣，今日我

們也要裝備好自己來事奉神。

III. 簡樸

第一章記述俄陀聶娶迦勒的女

兒押撒，迦勒以南地作為嫁妝。俄陀

聶就像金庸筆下的郭靖般單純，沒有

想到要去求水源；押撒似黃蓉，較狡

猾多謀，也可說是有遠見。考慮到曠

野水源不足，叫俄陀聶向她父親求水

源，但他沒有開口求。

有人認為俄陀聶並不單純，而

是很有野心，娶迦勒的女兒是想攀附

權貴。筆者並不認同。俄陀聶系出名

門，是迦勒的姪兒，迦勒在當時很有

聲望。此外，他亦有過人之處，不是

等閒之輩，可說是青年族長級人物。

舊約希臘文譯本《七十士譯本》

的記載，是俄陀聶叫押撒向她父親求

水源，她便從驢子下來。《和合本》

及希伯來文抄本的記載較複雜，是押

撒叫俄陀聶向迦勒求水源，但俄陀

聶沒有這樣做，故押撒從驢子下來，

親自求父親。根據「經文鑑別學」

（textual crit icism）的原則，內容較

為簡單的文本是解釋，因此《七十士

譯本》是解釋，而較為複雜的希伯來

文文本才正確。若相信希伯來文的版

本正確，即是說《和合本》的記載是

對的，押撒叫俄陀聶開口向她父親求

水源，不知道他是害羞還是有其他原

因而不作聲。押撒不耐煩，便親自向

父親求，迦勒亦應允。

俄陀聶作了四十年士師，忠心

事主，沒有半點醜聞。有魅力，又有

講道或領導恩賜的牧者在教會很受歡

迎。但日復一日，教會需要的未必是

很有魅力的領袖，而是忠心的僕人。

不論是否傳道人，都要像俄陀聶，

他沒有特別的個人魅力，也不像耶弗

他、參孫有特別的經歷恩賜，但他是

忠心的僕人。

總結

亨利馬太（Matthew Henry）是

上世紀著名牧師和學者，其Matthew 

Henry Commentary現時仍有很多人

使用。有一則軼事記載他在倫敦認識

了一位貴族女子，兩人互相愛慕。女

子的爸爸反對他們交往，對女兒說：

「你為何跟這人一起？我們不知道他

從哪裡來。」意思是他不是貴族。女

兒回答：「縱使我不知道他從哪裡

來，但知道他正往哪裡去，我想與他

一起去。」這真是一位很好的屬靈領

袖。我們從哪裡來？我們來自不同的

地方。為何人要跟從我們？因為我們

跟隨主。若有人跟從我們是因為看到

我們跟隨主，這樣我們就是真正的屬

靈領袖了。

（本文選自作者最新出版的聖經主題叢書
《劍影詩情——士師記與詩篇選讀》）士師記與詩篇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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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吐溫（Mark Twain）是十九至二十世紀初著名作

家，他曾做過一個實驗，將一貓一狗放在一個籠裡一同生

活，發現一切如常沒有問題。如果將幾個人放在一起結果會

否一樣？肯定不會，因為人跟動物不同，人有願望、感情和

對事物的看法。通常引起爭執不和的都是因為感情受到傷

害，或者觀點角度不同。詩人很明白這一點，所以說弟兄和

睦同居是多麼的好。這裡雖然單說弟兄，其實是「弟兄姊

妹」一同和睦相處是多麼好！到底有多好呢？

I. 合一能將祝福帶給社會
為甚麼用油來比喻弟兄和睦同居？第一，負責唱頌的都

是利未人，所以這首詩的作者應是利未人，用他生活上慣常

的用語來形容怎樣好是正常不過的。這些不是普通的油，而

是聖油。出埃及記三十章22至25節記載，這些油專用來澆

在大祭司亞倫頭上和其他祭司（亞倫的兒子）的衣服上。第

二，油所觸及之處都會變為聖潔。聖經提到神和聖油都是聖

潔的，並且可以傳遞出去。

這種油的氣味很香，只能在聖殿裡給祭司用，不能流出

民間作平常用途（出三十32）。當時的人都熟知這些規矩，

所以聽到這首詩自然就明白像油澆在亞倫身上是甚麼意思。

詩人想表達的是如果弟兄姊妹和睦合一，就好像本來只限在

聖殿用的油流到民間那麼美好。

今天如果我們能夠聖潔團結，就等於將油帶到民間，將

聖潔和祝福帶給社會。外面的社會是黑暗的，我們要像光；

外面充滿痛苦疾病，我們要將神的福分帶給社會。如果要祝

福社會，我們自己有沒有神所賜的福分？有沒有神的靈、神

的能力？我們知道要祈禱才會有復興，才可以將神的福分帶

給社會。可知道很多時合一與復興也有關係？

德國是基督教國家，二次大戰期間，希特拉運用卑劣

的政治手段，就是控制教會來達到控制社會的目的。當時德

國教會分成兩派，一派接受希特拉控制教會，因為他沒有要

教會關門，只要聽他的話，教會就可以繼續敬拜聚會；另一

派則覺得教會只可聽命於神，不可聽命於人，況且還是不屬

靈的人。教會因此分裂，反對派受到逼迫、被捕、坐牢和槍

斃。二次大戰結束，兩派的人重新坐在一起敬拜神，但曾被

逼迫的人內心的怨恨和難過仍未消除，心中嘀咕「他出賣過

我」，內心的傷痕實在未癒合。於是教會領袖決定一起退

修，求神復興教會，叫教會合一。最初他們坐在一起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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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望，雖然很想化解仇恨，但實在很困難。他

們就一起祈禱，堅持下去，神的愛真的溶化他

們的心，曾被捕的領袖開始分享被出賣時的心

情，怎樣咒詛出賣他們的人。分享過後，他們

真的感到復興。

今天我們說要復興，是否可以像他們一樣

真心分享和祈禱，不怕受傷害，也不會傷害別

人？這不是容易的事，這真是神所賜的福。我

們傷害別人，有時是無意的，有時是有意的；

有時我們以為無意，事實上或多或少是故意；

又或者是「我就是這樣，那知他會介意」。日

積月累，彼此心裡便有傷痕。求神給我們敏銳

的心，不會傷害別人；當自己被傷害時，求神

賜下愛使我們能夠包容、寬恕別人，這樣才能

團結。

II. 合一是事奉的資格
油是祭司預備事奉神的過程中最後的步

驟，澆過油後便開始事奉神，可以說是資格。

今天我們又怎樣評定事奉者的資格？

不同的事情要求不同的資格，事奉神有

沒有要求甚麼資格？最基本的資格是甚麼？就

是能否與其他人一起和諧事奉主，這是很重要

的，因為教會的事沒有一件是可以個人獨力做

的。講道不是講員一個人宣講嗎？當然不是。

背後需要有人控制音響設備，如果關掉音響便

沒有聲音；輔助講解用的簡報（powerpoint）

軟體也不一定是講員自己做的；崇拜除了講員

講道之外，還有主席、詩班等等，教會的事基

本上就是這樣一群人一起做的。如果你認為自

己很有主見，難以與別人一起事奉，坦白說，

你就不適合事奉。基督徒不懂得與人相處是不

能事奉的。

有些人可能會說各人性情不同，很難一起

互相配合。屬靈偉人陶恕（A. W. Tozer）用走

音鋼琴來比喻性格各異的基督徒。任何鋼琴，

經常彈奏還是擱著不用都會走音，只要用音叉

來調音，不論大小、任何牌子都會有一樣的音

準。基督徒就像會走音的鋼琴，調校出相同音

準的方式是要跟隨主耶穌，大家才可以團結一

起事奉主。教會裡有不同的人，性格、處事方

式、成長背景，都會影響我們對事情的反應。

有人的反應會較大，有人會處之泰然；有人要

立刻回應，有人覺得不需要。縱然有多大紛

歧，要是知道每個人都是為了事奉主，這樣就

可以為主而團結，一起把事奉做好。

基督徒合一事奉主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使

世界知道主耶穌是真正的彌賽亞。

III. 合一跟生命一樣重要
詩人分別用油和黑門的甘露，兩個在以色

列人的文化裡代表美好和貴重的意象，來說明

合一是多麼美好和重要。油澆在亞倫頭上，流

過衣服，象徵將神所賜的福分流出去。

團結有多重要呢？詩人以黑門嶺來比喻。

以色列只有一條約旦河，源頭就是黑門嶺上的

積雪，若黑門嶺不下雨便會有旱災。團結的重

要程度就好像黑門嶺下雨那麼重要。

為甚麼弟兄姊妹僅為了一口氣、一點事情

而不能團結？想深一層，事情是否真的那麼重

要？若我們看團契和睦像雨水一樣重要，就不

會視之為可有可無的侈奢品，而是竭力要得到

的必需品。

總結
我們往往知道東西的價錢，但不認識其價

值。有些東西價錢便宜，但很有價值。團結、

與人和睦相處的價值是多少？ 

（本文選自作者最新出版的聖經主題叢書
《劍影詩情《劍影詩情——士師記與詩篇選讀》）士師記與詩篇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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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稿　

問： 可否說說「銘恩堂」對於培育、推動信徒讀經的概念和做法？

梁： 「銘恩堂」一直重視讀經，今年教會的主題即為「從靈開始‧到主跟前」，強

調要研讀神的話語。崇拜講道，我個人採用釋經講道的方式，逐卷逐卷宣講。

聖經既然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除講壇信息外，個人靈修和讀經生活亦非常

重要。所以我們鼓勵團契每月最少查經一次，亦會製作月用靈修卡，鼓勵弟兄

姊妹天天靈修讀經，方便他們檢視個人的靈修狀況。每年教會送給洗禮者

的禮物不是聖經，就是舊約輔讀或新約輔讀，目的也是鼓勵他們讀經，

生命得以成長。另外，我們每年都會舉辦讀經營，活動只限於研讀聖

經和祈禱，內容絕非輕鬆有趣，而且參加者還須預先做功課，然後

在營會內討論分享。但弟兄姊妹都很踴躍參加，反應很好。

問： 你認為「銘恩堂」的弟兄姊妹在追求真道方面的情況如

何？目前最需要甚麼幫助？有甚麼地方還要加強？

梁： 目前大埔「銘恩堂」有一千三百多人聚會，感恩的是不

少弟兄姊妹都積極追求真道，普遍來說他們的屬靈生活

也算不錯。團契之下每個小組有三名組長，其中一個主

要負責帶領查經。每次小組查經之前，傳道同工會

為組長安排預查，讓他們初步了解書卷的內容和

注意地方等等。有兩三名組長會定期在網上撰

文分享靈修心得或上載靈修資料，方便組員

回應，彼此激勵。傳道同工每星期也會撰

寫一篇文章，有關靈修的得著或掙扎。另

外，我們更會安排弟兄姊妹在崇拜時分享

靈修體會。曾有一位患癌症的姊妹分享，

雖在病痛裡仍堅持每天靈修讀經，讓主

的話成為她的力量。我們又會提供輔助資

料，鼓勵弟兄姊妹建立良好的屬靈生活。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梁永善牧師

明道精讀團契大埔區合辦教會

「明道精讀團契」於2007年開辦，至今合辦課程的教會已有七

間，學員人數每季平均達九百。踏入2013年，明道精讀團契將展開

新一頁，明道社將與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以下簡稱「銘恩堂」）合

辦明道精讀團契，服侍大埔區的弟兄姊妹。為此，我們走訪了「銘恩

堂」主任牧師梁永善，了解合辦課程的原因和目的。

「銘恩堂」主任牧師梁永善

訪問及整理：張舒翹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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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銘恩堂」已有一定人手和資源開辦主日學

和聖經課程，為甚麼還有意跟其他機構合

作？

梁： 跟其他機構合作最大的原因是「專科專

教」。一方面機構的學者對個別書卷有深入

研究，甚至已出版著作，最適合教導主日

學，因為他們熟悉所教的書卷。以往，「銘

恩堂」亦曾邀請神學院和機構的學者授課，

弟兄姊妹的反應不錯，屬靈生命得到造就。

另一方面，可以減輕牧者傳道的負擔，讓他

們專心牧會和關顧。這不代表牧者傳道不用

教主日學，只是教導的方向側重於栽培信徒

生命和建立基督徒價值觀等。對牧者而言，

經卷式的教導會比較吃力，因為要用較長的

時間備課。邀請機構學者來教導經卷，果效

比教會裡的牧者來得大。

位姊妹透過院牧聯絡我，她本身在上水一間

教會聚會，希望我可以為她的女兒施洗，因

為她女兒嚴重智障，行動不便，不能到教會

聚會，所以有些教會不願意讓她洗禮。我沒

有宗派藩籬，不會因為這位姊妹並非「銘恩

堂」會友而拒諸門外。

問： 在眾多基督教機構中，為甚麼選擇與明道社

合作？

梁： 明道社著重聖經教導，有專門研究聖經的學

者。如果涉及其他課題，如同性戀，自會選

擇其他機構。要講解聖經，就會想到神學院

和明道社。教會要跟神學院合作有一定難

處，只可邀請個別神學院老師前來教授。另

外，我欣賞明道精讀團契的模式，不單單是

講師在台上講解，學員須預先自行完成查經

問題，再在課堂上分組討論，最後還要在生

活中一起實踐。藉著每星期一次的學習，慢

慢建立明道行道的團契生活，從中又可以裝

備組長的聖經知識，訓練他們的領組技巧。

問： 你對這次和明道社合作有甚麼期望？

梁： 期盼這次合作能提高弟兄姊妹對神話語的興

趣，幫助他們更明白真理，體會神話語的甘

甜。今次不只是「銘恩堂」與明道社合作，

也開放給其他教會信徒參加。大埔區有不少

小型教會，大約只有六、七十人聚會，缺乏

資源開辦主日學。「銘恩堂」也曾經歷這個

階段，明白當中的困難，所以希望明道精讀

團契在大埔區成立後，透過明道社的服侍，

有效協助區內教會培訓信徒。

問： 你認為明道社在哪些地方可以更有效服侍教

會？

梁： 除了舉辦明道精讀團契外，還希望可以出版

更多研經書和具分量的釋經書，讓弟兄姊妹

有更多參考資料可以自行研經。

問： 你會怎樣形容「銘恩堂」與大埔區不同宗派

堂會的關係？

梁： 大埔區有五十多間教會，成立了「大埔區基

督教教牧同工會」，一起推動各項活動和事

工，多年來彼此關係都很好。「銘恩堂」安

排最少一位傳道同工擔任職員，共同商討聯

會事宜。例如每年九月，我們都會聯合舉辦

培靈會，祝福區內的信徒。「銘恩堂」較優

勝之處是沒有宗派，不會有太多的規限。平

日晚上我教主日學，除了本堂的弟兄姊妹，

也開放給非會友報讀，只要有興趣，留下聯

絡資料就可來上課。我個人亦樂於服侍非會

友，特別是基層或受忽略人士。最近，有一

「銘恩堂」二十五週年大合照

弟兄姊妹踴躍參加讀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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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講座已於8月31日晚上在中國基督

教播道會同福堂順利舉行。謝博士在分享信

息前，帶領會眾一同唱詩：〈祢讓我生命改

變〉，讓各人先安靜自己的心，透過聖靈的

幫助，讓生命因神的話語而改變。用九十分

鐘講解兩卷小先知書是不可能的，所以謝博

士將重點放在試探方面：從俄巴底亞書看驕

傲，從約拿書看自憐。

驕傲為傳統七宗罪之首，是這世上難以

除掉的罪。以東人以智慧見稱，加上國境有

地理優勢，以致他們心中無神、目中無人，最後的結局是被拉下來。謝博士提醒我

們驕傲防不勝防，要經常檢視個人的生命，聆聽親友的提醒，反省自己的生命建基

於甚麼事情上。更需要謙卑，永遠不要假設自己將來一定不會犯罪，這樣才可避免

驕傲的試探。

約拿蒙神呼召，往尼尼微宣告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可是因為尼尼微

全城悔改，所以神沒有傾覆他們，約拿為此大大不悅並發怒，甚至向神求死。當神

的計劃與我們個人的心意相違時，我們就容易陷入自憐。謝博士透過約拿書，教導

我們要跳出自我的框架，放下執著，明白凡事有得必有失。只要把眼光放諸世界和

其他有需要的人身上，就能感受自己是蒙神所愛的人，這樣就能克服自憐的心態。

謝博士的講論精彩，儘管講座一氣呵成，沒有小休，加上會眾經過一整天的工

作，多少總有點疲倦，但從他們全神貫注的眼神，深深感受到他們的投入和對信息

的渴求，疲倦對他們沒有絲毫影響。最後，謝博士帶領會眾以詩歌〈陶造我生命〉

來回應，求神陶造每位

信徒的生命，使我們的

生命彰顯祂的榮耀。

　座
花絮
　　 2012年8月份「明道聖經專題講座」

試探：防不勝防？！
俄巴底亞書、約拿書的研討

謝博士為購買其著作的弟兄姊妹簽名留念

謝慧兒博士與同福堂及本社同工合照
左起：曾培銘先生、謝慧兒博士、陳傳華傳道、 
　　　李錦棠先生、梁成裕傳道

（ 是次講座錄影稍後將上載本社網站，

歡迎登入聆聽詳細講解。）

講員：謝慧兒博士（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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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明道聖經講座已在10月4至6日晚上

順利舉行。今年，本社邀請了世界知名的新約學者

馬歇爾教授（Prof. I. Howard Marshall）主講希伯來

書，並由其夫人播道神學院院長楊詠嫦博士傳譯。馬

教授精簡扼要地分享了整卷希伯來書的重要信息。值

得注意的是他藉著比較本書跟新約其他書卷相同神學

命題的異同，凸顯本書獨特之處；他又指出本書作者

強調耶穌大祭司這身分是新約書卷中獨有的。現將三

場講座內容撮錄如下： 得以成聖。既然耶穌基督的寶血為我們開了一條

又新又活的路，我們應當竭力走這漫長天路，堅

守我們所相信的。

馬教授提醒我們，安穩的根據不是來自神學

理論，我們的信心是建基於神的話、經歷神的恩

典和憐憫。他更鼓勵我們努力委身於神，不斷信

靠慈愛和信實的神。

10月6日 信心的中心和特點（來十一章）
 信心的實踐（來十二∼十三章）

第三天的講論到達希伯來書的尾聲，論述

第十一至十三章裡關乎信心的教導，其重點是

信心的特點和實踐。馬教授指出，基督教是講

求信心的宗教，我們所信奉的是一位信實的主

（十23），神的子民是一班因信而活的人（十一

章），這信持續不斷，從舊約一直延展到新約。

基督徒的生命既始於信（四2），就必須堅忍忠

心，逆流而上（十39），在生活各方面實踐所信

（十三章），不然就會隨流失去。這信使我們得

蒙神的喜悅和賞賜（十一6），使我們的希望轉化

成期待，使我們對未見之事有把握，正如挪亞因

著信建造方舟，又如亞伯拉罕因著信住在帳棚，

最終他們都因信神而得著拯救和應許的實現。

最後，馬教授挑戰我們：是否正經歷試探？

或陷入中年屬靈昏睡？或忽略基督的救恩和犧

牲？我們是一群漂流的神的子民，我們必須懷

著對神的信心，在這條信心路上朝著目標繼續前

進，直到返抵天上的家鄉。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楊牧谷牧師紀念基金‧明道社合辦

第九屆明道聖經講座

10月4日 神給疲乏信徒的信息（來一章）
 罪與死亡（來二章）

第一天的講論主要集中在首兩章。馬教授首先指

出希伯來書是由講章發展而成的一封書信，作者和受

信人的身分均不詳。從內容可見作者是以牧者心腸勸

勉受試探而隨流失去的信徒。

第一至二章大量引用舊約經文，目的不是要證明

耶穌是彌賽亞，而是說明耶穌是神的兒子，擁有與神

同等的權柄，地位超越天使（一5∼6）、超越摩西，

尊榮無比，因此祂的說話較律法更權威。這信原是寫

給不聽從耶穌教導的信徒，讓他們知道那後果會是多

麼嚴重（十28∼29）。今天這信同樣跟我們說話，我

們若稱耶穌為主，為何卻不遵行祂的吩咐？

馬教授又指出從聖經的角度來看，死亡是犯罪

的後果、是刑罰。魔鬼掌權的意思就是操控人不斷犯

罪，使人最終要承受死亡的惡果。希伯來書以其獨有

的觀點解釋為甚麼耶穌必須道成肉身、經歷死亡才可

以粉碎死亡的權勢。因為道成肉身是認同人類，這也

是作大祭司必備的條件（一17），而耶穌是大祭司是

希伯來書論述的重點。至於耶穌的死亡可以從五個觀

點來理解：道德影響論、基督得勝論、滿足論、刑事

代替論和獻祭論。

10月5日 獻祭、潔淨與聖潔（來五∼十章）
 具體問題：偏離正道（來六和十章）

第二天的講論是關於第五至十章獻祭的問題。

舊約時代，神訂立了除罪的方法，百姓要帶祭物到會

幕為自己贖罪。此外，在每年的贖罪日，大祭司要獻

上祭牲，為自己和整個以色列民族獻贖罪祭。但舊約

的獻祭未能完全潔淨人的罪，反而叫人每年想起罪來

（十3）。希伯來書告訴我們，耶穌基督作了新約的中

保，只一次獻上自己的身體，用自己的血，就作了永

遠有效的贖罪祭，洗淨各人，赦免各人的罪，叫我們

（要知道馬教授詳細的講解，可留意本社稍後出版的DVD）

馬教授伉儷與同福堂、
楊牧谷牧師紀念基金及本社同工合照

簽名盛況

issue35-2012.indd   10 2012/11/7   2:23:43 PM



11

本社早於2010年率先推出ipad電子書，兩年來陸續有新書上架，現

時電子書櫃書籍總數已增至接近一百本。讀者可隨時隨地購買閱讀，不受

時空限制。不管是查考經文、解答聖經疑難還是靈修默想，只要輕觸屏

幕，您想找的盡現眼前。最新一批上載的書籍包括：

聖經主題叢書 聖經精讀叢書 新視野釋經叢書

從耶穌基督的比喻看豐盛
生命之旅（第一冊）

以弗所書─得勝有餘 再看出埃及記

從耶穌基督的比喻看豐盛
生命之旅（第二冊）

創世記(下)─從揀選
到保守

近看士師記‧路得記

從耶穌基督的比喻看豐盛
生命之旅（第三冊）

全方位解讀但以理書

膝蓋的事奉─禱告之聖
經基礎與生活實踐

細看哥林多前後書

三重看雅各書‧猶大書

還看啟示錄

日後仍會不時上載新書，歡迎登入本社iApp瀏覽。

多年
心血

　化
作紙

墨

馮蔭
坤博
士原
文釋
經

《歌
羅西
書．
腓利
門書
 註釋

》卷
上下

即將
出版

新書
　告

電子書新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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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神的恩典和帶領！其次，感謝明道

社副社長陳鴻先生安排我全時間實習了六星期！第

三，感謝明道社出版部經理李錦棠先生在實習期間

作我的導師！最後，感謝明道社所有同工和義工對

我的愛護、支持與鼓勵！

第一天踏進辦公室，看見牆上寫著明道社的金

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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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社主要透過出

版及培訓兩大事工，幫助弟兄姊妹明白神的話語，

實踐聖經的教導，這一直是該社成立的理念與事奉

方向。實習期間我深深體會到這是明道社服侍的

寫照。

交託
「將一切交託給神」是第一件我留意到的事

情。每逢星期五下午明道社都會舉行祈禱會，除了

記念機構事工外，同工也會分享家庭或個人在教會

事奉的需要，互相代禱。

培訓
耶魯大學教授布魯克斯（Phi l l i ps  Brooks）

在其所寫的Lectures on Preaching中，指出講道

有兩個重點：聖經真理（Tru th）及講者的個性

（Personality）。在明道精讀團契及舊約經卷研讀

班當值時，除了認識處理課程的行政程序外，最重

要是讓我有機會細心觀察，留意到因為個性不同，

每位導師有不同教導風格，將聖經信息傳遞給學

員，甚至如何預備講章、筆記也因人而異。

此外，協助服侍兒童聖經精讀團契，讓我認識

透過不同的遊戲和分組討論，可以讓小朋友（小三

明道
花　
道道道道

花花花花花
譚 英 傑

暑 期 實 習 神 學 生 分 享

至小六級）懂得活用「歸納式研經法」（OIA）來

閱讀聖經，更容易明白神的話語。這對於我將來在

教會服侍兒童群體有很大幫助。

出版
除了培訓事工，出版事工同樣令我大開眼界。

我有機會嘗試撰寫明道研習本、為季刊〈明道通

訊〉採訪「組長訓練班」的海外學員和撰寫花絮、

校對明道社新網頁及ipad電子書資料等等，全是寶

貴的學習機會。

在出版部實習，我發現為確保出版物的資料準

確無誤，校對是出版過程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工序。

正式印刷前的最後一次校對稱為「清樣」，當中涉

及二十多個項目，每次校對只能專注於一個項目，

即是要反覆校對二十多次才能完成整個程序。這種

「專注、專心、專一」的要求和態度，跟現今講求

「一心多用」（multi-tasking）的文化形成強烈對

比，很值得我們反思，特別是我們對神的態度。

總結
六星期的實習，讓我體會到明道社同工的團

隊精神、義工（包括服侍兒童聖經精讀團契的青少

年弟兄姊妹）無私的付出、各課程講師的認真與投

入、學員對神話語的渴慕與追求。六星期實在太

短，可以學習的還有很多，未能盡錄。當然，與明

道社同工相聚同行的情景更是難忘！

再次感謝並祝福大家！祝福明道社的事工！感

謝神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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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從哪裡認識明道社，繼而參加明道精讀團
契，真的要感謝一位熱心的同學，當她知道明道社與
宣道會北角堂合辦明道精讀團契，就立刻通知我，鼓
勵我報名參加。

在明道精讀團契學習，不僅增加聖經知識，更重
要的是在生活中實踐。組員雖然來自不同的宗派或教
會，但大家都會坦誠分享實踐上面對的困難、內心掙
扎、人際關係等。組員都會用愛心回應、誠懇鼓勵、
代禱關懷、互相扶持，這真是何等奇妙！我們能夠認
識並建立關係，全因為主耶穌的愛和恩典。

布愛芬姊妹
宣道會北角堂明道精讀團契（早上）組長

　　由今年7月起，明道精讀團契分組時間有新
安排。今期我們集中刊登宣道會北角堂明道精讀
團契的組長和學員對新安排的感受和得著：明道精讀團契學員心聲

李雅言弟兄
宣道會北角堂明道精讀團契（晚上）組長

李桂華姊妹
宣道會北角堂明道精讀團契（晚上）組長

2009年，我透過北宣主日學參加明道社精讀團
契。講師十分用心教導和解釋經文，啟發學員深入領受
神的話語，而且講義深入淺出。經過他們數年教導，
我的屬靈生命有不少成長，對事奉也有很大幫助。感謝
神！更高興的是女兒亦開始參加明道精讀團契。

最近，明道精讀團契轉換了新的分組模式，討論
時間安排在專人講解之前。學員除了討論查經問題外，
亦可彼此分享代禱，互相支持，發揮團契功能。

非常感謝講師在課堂後給我寶貴和真誠的意見，
並為我祈禱，幫助我作出屬靈生命方向的決定。

最後，感謝明道社講師的教導、同工的關懷，也
感謝宣道會北角堂主日學的安排。我會好好學習神的話
語，實踐明道行道。

郭玉嫻姊妹
宣道會北角堂明道精讀團契（晚上）學員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

新的了

潘永輝弟兄
宣道會北角堂明道精讀團契（晚上）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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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精讀團契明道精讀團契
彼此相愛─約翰一、二、三書精讀 曾培銘先生

週一晚
14/1-11/3
放假11/2

7:30-9:30 pm 8堂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大埔大元邨多層停車場1號地下

獨一無二的耶穌基督（下）─希伯來書（九至十三章）精讀 曾培銘先生

週二早
15/1-19/3
放假12/2

10:00-12:00 am 9堂
九龍塘宣道會
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

建立信徒之鑰（上）─哥林多前書（一至九章）精讀 陳鴻先生

週二晚
15/1-19/3
放假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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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信徒之鑰（下）─哥林多前書（十至十六章）精讀 陳鴻先生

週三晚
16/1-20/3
放假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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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靠基督─加拉太書精讀 陳鴻先生

週四早
17/1-21/3
放假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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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的人，不平凡的愛─約拿書、路得記精讀 李錦棠先生

週四晚
17/1-21/3
放假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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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一無二的耶穌基督（上）─希伯來書（一至八章）精讀 曾培銘先生

週五早
18/1-22/3
放假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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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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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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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培銘
先生

20/3﹙週三早﹚
9:30am-1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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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週五晚﹚

7:30-10: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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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
　堂
明明
堂堂堂堂堂

免費參加．自由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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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代　代代

經常費收支報告2012年7至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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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441.40 薪津／保險 506,029.59

書刊銷售 104,283.50 行政辦公室常費 112,334.38

課程收入 63,262.00 書刊出版 39,790.00

其他 4.10 課程支出 34,240.00

總收入 576,991.00 總支出 692,393.97

不敷 (115,402.97)

由2012年7月起至今累積虧損：(115,402.97)

1. 一連三晚的第九屆明道聖經講座「希伯來

書—為漫長天路而寫的信」已於10月4

至6日順利舉行。求神賜弟兄姊妹堅忍與

信心，走畢漫長天路，並繼續帶領馬歇爾

教授（Prof. I. Howard Marshall）在世界

各地宣講神的道。

2. 本季明道精讀團契的學員共達850人，求

神幫助他們繼續有追求的心志。來年，明

道精讀團契的服侍範圍將拓展至大埔區，

本社將與基督教銘恩堂合辦明道精讀團

契，讓區內居住或工作的弟兄姊妹能一起

學習聖經。求主保守一切籌備工作，幫助

新學員培養讀經的習慣，建立美好的團契

生活。

3. 因著主的帶領，本社過去近兩年多分別有

機會跟中華宣道會上水堂及牛頭角浸信會

合辦明道精讀團契，同心服侍該區的弟

兄姊妹，深信不少參加者都被神的話語激

勵，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然而，因著中

華宣道會上水堂的重建，以及本社在人手

限制和資源重新調配等問題，由2013年

1月開始，本社將跟以上兩間教會暫停合

辦精讀團契，本社衷心多謝他們一直的支

持和協力，深表謝意！同時，主也為我們

預備了新界北區另一間教會—基督教銘

恩堂大埔堂，因此，由明年1月開始，我

們將跟銘恩堂合辦精讀團契，盼望學員能

繼續參加，常常渴慕神的話語。

4. 今年11月至明年1月，本社獲邀到以下教

會主領聚會，分享信息，鼓勵信徒勤讀聖

經：中華宣道會曉

麗堂、基督教會恩

雨堂、浸信宣道會

榮基堂、基督徒信

望愛堂（翠屏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山

福堂、筲箕灣國語浸信會、中華宣道會鞍

盛堂、四方福音會彩坪堂、宣道會活石

堂、中國佈道會九龍萬善堂、宣道會香港

仔堂、旺角靈糧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寶

雅福音堂。

5. 隨著電子書日趨普及，本社亦分批推出已

出版書籍的電子版。願神使這些科技成為

流通的管子，方便世界各地的信徒學習祂

的話語。

6. 感謝神！本社近兩個月寄出了給教會／團

體與個人的分享信之後，得到不少弟兄姊

妹的回應，其中包括兩個團體和九位弟兄

姊妹的回應，他們都願意無論透過奉獻支

持或祈禱上，成為「明道社真道伙伴」。

還有，由上一年開始，本社開展自動轉賬

奉獻計劃，現時一共有三十多位肢體參

與，他們都成為本社的同行者，與我們一

起叫更多人明道行道；並且他們的參與，

更成為我們的鼓勵，繼續忠心事主。

7. 加拿大辦事處今季將舉辦兩個聖經精讀團

契：基督教頌恩堂研讀以斯帖記；列治文

華人浸信會研讀哥林多前書（八至十六

章）。願神的道在世界各地繼續興旺，求

神保守講師和同工身心健康，並賜他們智

慧預備教材和處理一切行政工作。
組長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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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蒞 臨 選 購
香港辦事處　(辦公時間：9:00am-12:30pm, 1:30-6: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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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毓繁（主席兼義務執行董事）、陳瑞盛（司庫）、翁競華（文書）、馮耀榮、吳兆基

榮譽社長： 鄺炳釗 副社長： 陳鴻 執行編輯： 張舒翹、朱美美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與本社聯絡。

凡於開倉期內，到本社購買任何產品，

均可獲贈〈2010年明道聖經專題講座〉

MP3一張（每人限送一張，送完即止）。

5折
（舊版）

5折
（舊版）

4折
（舊版）

4折
（舊版）

4折
（舊版）

3折
（次貨）

3折
（次貨）

所有影音產品 士師記系列所有3D研經系列

　　為迎接聖誕節這個普

天同慶的大日子，本社特

別舉行聖誕開倉大優惠。

優惠期：

12月10至19日
開倉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至中午12:00
下午1:30至7:30

星期日（12月16日）
下午2:00至4:00

星期六休息

地址：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
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明道研經叢書
哥林多前書—
教會時弊的良方—愛

張永信著

明道研經叢書
以弗所書—
在基督裡合一的新群體

黃浩儀著

特價貨品由3折起

優惠2

優惠3

優惠4

明道研經叢書
歸納式研經
實用手冊（下冊）
溫清華、周沃明著

聖經主題叢書
從耶穌基督的比喻看豐
盛生命之旅（第三冊）

張慕皚著

明道研習本
啟示錄—
萬主之主
周沃明、黎永明、

李錦棠著

明道研習本
腓立比書—
僕友的生命與
事奉

麥國美著

明道研習本
哥林多前書—
教會時弊的良
方—愛

李錦棠著

所有產品一律

（五本或以上7折）

優惠1
78折

精選貨品 7折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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