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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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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兆基先生，現為恆基陽光資產

管理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自本社成

立伊始，即擔任顧問，去年出任本社

董事。讓我們透過以下的簡介，認識

這位「陽光CEO」。

成長背景

我生於基督教家庭，小學時期已經跟

隨父母到中華傳道會祐寧堂。1976年，

在李非吾牧師帶領的一個福音聚會決志信

主，並在翌年受浸。信主的道路看似平

順，但當時基督教信仰其實遠不及我對足

球的興趣大。有很多時候都因為踢足球的

「責任」而沒有參加學校的基督徒團契；

更甚的是我曾經不止一次帶同收音機，一

面參加主日崇拜，一面收聽足球賽事（因

為崇拜在週日下午舉行）！簡而言之，用

頑皮來形容我當時的屬靈生命實在頗為貼

切。

信仰轉捩點

1982年我負笈加拿大多倫多，這個

新鮮的經驗成為了我信仰旅程的轉捩點。

透過兄長的介紹，我加入了多倫多華人基

督教會，一間和我香港的母會隸屬同一宗 吳兆基董事—笑容燦爛的「陽光」標記

派的華人社區教會。人生第一次，我開始

有穩定的團契生活並恆常參加主日學。我

特別要感激當時的主日學老師吳克定醫生

（即現時該教會的主任牧師）：他啟發了

我對讀經的興趣，又裝備了我研經的根基

與技巧。往後，我在美國灣區深造期間有

機會參加一間英語教會，在查經方面接受

進一步訓練。藉著神的恩典，我對研讀神

話語的熱忱從此再沒回頭。

職場上的反思

1987年我返回香

港，在投資銀行

界 工 作 達 十

年；隨後轉

往上市公司

任 職 公 司 管

理、重組及房

地產投資管理

等職務。我親身

經歷了香港經

濟的高

低盛

翻
譯
：
彭
麗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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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先是97回歸前的「豐年」，然後是緊

接著亞洲金融風暴而來的「荒年」。過往

數年則處於看似豐盛，但實際上貧富更見

懸殊而生活水平則每況愈下。在這反覆多

變的社會處境當中，我恆常反思，究竟自

己可以透過甚麼平台和角度，更好地服侍

信徒與非信徒群體，榮耀主名。更重要的

是，如何在神的話語上作更好的裝備，以

致更有能力抗衡俗世潮流對基督教信仰與

日俱增的影響。

在「維真」的經歷

2005年我離開了當時的工作崗位，

自行「製造」了一個安息年，到加拿大溫

哥華的維真神學院（Regent Col lege）進

修。內心深處，一直渴望在踏入人生另一

個階段之前可以「停頓」下來，全時間修

讀神學。重返校園的經歷真的獲益良多！

一年密集的學習，加上充分的思考空間和

相交生活，讓我對神的話語有更深刻（及

更有系統）的認識，同時塑造我懂得用更

適切的方式去應用神的話語，啟發我以更

加整全的模式在職場上分享信仰。

與「明道社」的連結

接近十二年前，我經張棠牧師介紹

而認識鄺炳釗博士，自此鄺博士就成為了

我的屬靈導師。鄺博士跟我分享成立明道

社的異象，目的是增進平信徒研讀聖經的

知識及經驗—「人人明道，人人行道」

這個標語經常在我腦海中縈繞。確信這是

神的心意，因此我毫不猶豫接受了鄺博士

的邀請，在明道社成立之初便擔任了顧問

的角色。很慚愧，我的確是人如其名的吳

（唔）顧問，一直以來，為成立和推動明

道社事工所付出的努力實在很少。

接受邀請加入明道社的董事會，我深

感榮幸，但心裡卻實在害怕再一次人如其

名（成為吳〔唔〕董事）！在明道社事奉

需要我學習的地方還有很多，盼望靠著神

的恩典，以及明道社同工的提點，我能夠

謙卑、忠心地在這個位分上好好服侍，榮

耀主名！

與太太遊覽土耳其以弗所古城

吳董事夫婦二人與褚永華院長（左一）到四川，
了解災後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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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神另有其計劃（15∼16 節）

15　也許他暫時離開你，正是為了使你永遠得著他，

原文開首有「因為」一字， 1 但是大多數中英譯本都不把這字翻譯

出來；這樣，保羅在這兩節就只是提出神容許歐尼西慕出走的目的。 2 

不過，「因為」可以較自然地理解為表達原因；如此，這兩節（15~16 
節）就說明保羅不把歐尼西慕留在自己身邊的另一個原因（第一個在 14 
節）：3 他考慮到神讓歐尼西慕暫時離開主人，可能（也許）4 是要使腓

利門永久得回歐尼西慕5（見末段）。保羅並不確知神在此事上的計劃，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註釋》

選讀以下一段腓利門書第15節的註解，取自馮蔭坤博士的新
作，讀者可從中一窺馮博士嚴謹細緻的寫作風格。單此一節，

已經有腳註凡二十七項，共3860字。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只摘錄
首六項，其餘只以 * 標示。文中眾多的譯本和參考書亦因相同理由而全名從缺，只列

簡寫，請讀者自行參閱原書。全書主要以《聖經新譯本》為中譯依據（粗楷體），

再參照其他數本中英譯本。

1  = ‘For’ (KJV, NKJV, RV, NEB, NAU, ESV, BV).
2 Cf. Wright I 179, 184; 黃 101。黃 93 跟隨「和合、當代、現中、呂譯」（註 2）把 15 節看為新一段的開
始。留意新和、和修，和現修都沒有重複這做法。

3 另有認為，15~16 節的目的不是要解釋保羅的行動，而是給腓利門提供行事的動機（Church, ‘Philemon’ 
28, followed by Witherington 78; du Plessis, ‘Philemon’ 402; Russell, ‘Philemon’ 13, 18）。

4 （adverb of manner: BDF §102[2]）在 LXX 只出現兩次（次經《便西拉智訓》十三6，十四19）；
在新約另外僅再出現一次（羅五7），兩次都是與直說式語法的動詞連著使用；這結構相當於古典希臘
文通常用的   + 祈願式語法（optative）動詞（BDF §385[1]; Harris 265）。此字包括從「僅
有此可能」到「十分可能」的各種意思︰‘perhaps, possibly, probably’（BAGD 806b, BDAG 992a [s.v. 
]）。本註釋所參考的英譯本，只有五本不把它翻譯為 ‘perhaps’, 而是意譯為 ‘It may be’ (TEV), ‘It 
seems’ (NLT), ‘It occurs to me’ (Phillips), ‘I suppose’ (NJB), ‘For aught I know’ (Paraphrase 263).

 隨後的介詞片語 指向 15b 節的  : ‘for this reason . . . , [namely] that’ (NAU); cf. BAGD 
597a, BDAG 741a (s.v. , 1 b β); BAGD 377a (s.v.   , I 5), BDAG 476a (s.v. 1 e); Wallace 333 
n.46; Winter, ‘Letter to Philemon’ 10.（1）Knox 26 則把 視為指向上一節，‘on that account’ 
意即「為使你可以自由地永遠放棄你對他的擁有權」。如此解釋忽視了 和  是彼此相關
的。（2）此評語亦適用於 Callahan 43 的解釋︰「由於保羅盼望歐尼西慕服侍腓利門（見 13b 節）」；
參  13 節註  13 之（5）= 上面  912。（3）此介詞片語不大可能同時指向上文（anaphoric）和下文
（cataphoric），如 O’Donnell（‘Philemon’ 475）所建議的（儘管他以後者為主）。

5 Cf. Harris 266-67, 270, 288; O’Brien I 295, 303; Lightfoot 342a-b; Vos 1122a. Cf. also Snyman, ‘Philemon’ 
95: 第 15 節支持 12 節，提出保羅把歐尼西慕打發回去的原因。（1）Moo 418 則提供以下獨特的看法
（穆爾沒有提出有任何其他釋經者採此看法）：15~16 節是連於 14 節的善行的。一方面，這兩節指出
此善行的結果（腓利門會永遠得回歐尼西慕作為親愛的弟兄），從而暗示此善行的內容；另一方面，這
兩節解釋為甚麼保羅請求腓利門作的事，實在是一件善事，「因為」，很可能神自己正在這種情形下工
作，就是要引出這個結果。（2）筆者不認為這看法具說服力，因為即使假定「腓利門會永遠得回歐尼
西慕作為親愛的弟兄」是 15b~16a 節的意思，經文並不以此為腓利門的善行的結果，而是神容許腓利
門暫時失去歐尼西慕（15a 節）的結果；「永遠得回歐尼西慕」可以看為「腓利門的善行」（解釋為寬
恕、接納、解放歐尼西慕〔參 14 節註釋註 14 所屬正文 = 上面 918〕）的結果，但是「永遠得回歐尼西
慕作為主內親愛的弟兄」只能夠是神的工作的結果。因此，穆爾的「一方面」值得商榷。至於他的「另
一方面」，14 節的重點並不在於善行，而在出於勉強與出於甘心的對比，因此很難明白，保羅為甚麼要
用 15~16 兩節的篇幅來解釋「此善行之所以是善行」。（3）本節原文呈現交叉式排列法（cf. Wendland, 
‘Stylistic Formation’ 99）︰

 　也許他⋯⋯（甲）離開你（） （乙）暫時（）， 
　正是為了使⋯⋯（乙’）永遠（） （甲’）你⋯⋯得著他（）。



4 明道通訊 第36期

因此他謙遜地說也許。6 他⋯⋯離開了你（思高、現修）* 有認為是出

走（新普）的委婉說法；* 但原文動詞是被動語態的分離（呂譯），意

思只是「他被（和你）分開」，* 暗示歐尼西慕和腓利門分開是天意，

是神的旨意暗中運行的結果。* 二人的分離只是暫時的，意即「短暫

地」。*

保羅在此建議，有可能這事發生的目的是為了使你永遠得著他。

永遠和他二字在原文都被放在動詞之前，這次序表示二字是受強調

的。* 永遠*（甲）的另一翻譯是（乙）永久（現修、新普）；* 哪一個

較為適合，要與動詞的意思一起考慮。動詞原文* 在這裡是主動語態及

物動詞，它的意思可能是（一）「全數收到」*（如在腓四18），即是
得著，或是（二）得回（當代）。* 由此而得出以下不同的翻譯︰（甲

一）叫你永遠收下他（思高），* 讓你永遠收着他（呂譯），* 使你永

遠得著他；*（甲二）好讓你以後永遠得回他（當代）；*（乙一）使

你永久留着他（現修），讓你永久擁有他（新普）；（乙二）「好讓

你永久得回他」。* 按前兩種翻譯（甲），這話是指神在歐尼西慕出走

這事上的目的，乃是要使他永遠成為腓利門親愛的弟兄（16 節），不
管他是否住在腓利門家中。二人若沒有這暫時的分離，歐尼西慕就只會

是腓利門的奴僕，一直到他們的關係結束─或是透過釋奴、買贖，或

是透過（重新）販賣或死亡。但是經過分離，歐尼西慕如今成為基督身

體上的一員（腓利門早就是），因而一個新的以及更深的關係被建立起

來，這關係是不會結束的。*

按後兩種翻譯（乙），保羅這話就是承認腓利門有可能決定把歐

尼西慕留在自己家中，* 儘管後者現在的身分不再（只）是奴僕，而是

親愛的弟兄（16 節）。本（15）節開首的也許和「因為」二字支持這
個看法︰* 也許假設至少腓利門有可能將回歸的歐尼西慕留下，不把他

（像保羅所盼望的）送回保羅那裡；* 而這就是保羅不把歐尼西慕留在

自己身邊的原因之一，即他考慮到這樣做也許與神的旨意（讓腓利門永

遠得回歐尼西慕，不只是得回一個奴僕，更是一位主內親愛的弟兄）不

符。*

6 Cf. Melick 364: 這字（）似乎要提出警告，惟有神才具有「事情是如何
及為何發生」的絕對知識。「希望保羅謹慎的態度能夠成為我們的借鏡，在
思索神在現今的作為時，不將自己的見解作為神的計劃，不要將自己看為神
的代言人」（黃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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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馮蔭坤博士」的印象，想

必是他的新約註釋，難怪當我要訪問他的

時候，他毫不猶疑就答：「要訪問我，不

如讀我的書吧。」

的確，馮生（認識馮博士的人都這

樣稱呼他）的學術著作可謂名傳遐邇。聖

經學者不論立場相同或相異，都相當尊重

他的作品；年輕學人學習研究和寫作，亦

會以他為榜樣。不過，馮生很少露面，所

以年輕一輩的信徒很難有機會見過他。因

為打從1988年起，他就決定完全閉關，

潛心研究和寫作，養成了婉拒教學和謝絕

講座的習慣。

因此，要寫一篇馮生的專訪，並不

容易，就連他的母校倫敦聖經學院（今稱

倫敦神學院）在他古稀之年想要訪問他，

也遭他推卻。當筆者表明想要訪問他時，

他的回答是：「我的生活單調平凡，沒甚

麼好說的。」只因筆者早在中國神學研究

院（以下簡稱「中神」）認識了馮生，見

了他幾年，所以才獲他首肯，勉為其難，

跟我談了一陣子。

簡單的領受
「馮生，先告訴我們一點你事奉的

經歷，好嗎？你投身全職寫作之前，曾經

在哪裡服侍過？」

「大學畢業後，就進入宣道出版社

做編輯助理。之後到英國修讀神學，回來

後任國際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的遠東區幹

事，也擔任過播道神學院的講師。再往

美、英進修之後就加入了『中神』。」

簡單的蒙恩罪人

其實，馮生並非泛泛之輩。他早年

畢業於頂尖學府香港大學，從英國倫敦學

院取得榮譽文憑，獲倫敦大學頒發道學士

學位，再獲美國福樂神學院授予神學碩士

學位，最後成為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哲學

博士。在那個高速發展的六七十年代，不

要說有機會到外國留學，就算只是大學畢

業，都已是天之驕子，名利指日可待。

有這般出身，馮生何以能抗拒這股

引誘，從一開始就選定念神學事奉神，且

能一直延續到今天，以至到可見的將來？

這個問題，我沒有宣之於口。但在與馮生

的言談間，他不只一次提到自己是個「簡

單的蒙恩罪人」。相信這就是他人生的動

力和抉擇的指引。

「我只是個簡單的蒙恩罪人。」馮

生再三說。可見他對自己是個罪人、對

神救贖之恩的體會，是何等刻骨銘心，不

然，到了他這把年紀，也不會就這樣開口

介紹自己。大概因為他不忘自己是個蒙恩

的罪人，所以才能事奉得長久，由始至終

都能忠於神給他的栽培和恩賜，不為其他

機遇所吸引。

走上全時間寫作之路，馮生坦言，

是他在「中神」教學期間所下的決定。那

時候，他深深感到華人教會缺乏自己創作

的中文註釋書，於是認定這是神給他的使

命。因此斷然於1988年卸下全部教學職

務，以騰出所有的時間，一心一意為華人

信徒撰寫新約註釋。

訪問：劉嘉儀

─馮蔭坤博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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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來那就是他這個蒙恩罪人的「簡

單」─簡單的領受、簡單的回應、簡單

的堅持。

簡單的回應
從七十年代邊教邊寫開始，到八十

年代後期全職寫作，一開筆就寫了三四十

年，出自他手的著作，本本都有分量。這

點從學者和信徒的口碑，以至他的再版釋

經書都可以做證。到目前為止，他已經為

八卷聖經書卷寫了註釋，包括羅馬書、加

拉太書、腓立比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希伯來書，以及最新完成的歌羅西書和腓

利門書。

剛過七十五歲的馮生仍繼續持守著

他的簡單，不過，亦多了一份感恩。他

說：「感恩的是，我還可以做〔意即繼續

寫作〕；可以做就做，但是要聽身體的

話。」是的，年紀大了，精力自然下降，

這一點，馮生很明白，這是天父的設計，

叫人學習謙卑，去除自恃。

這一兩年間，馮生的腳步的確放慢

了。他告訴我，「現在我每天只能做約莫

五個小時的工作。」他說這話時，語氣不

無輕輕的無奈。可以想象，他內心或許有

點著急，希望能盡快完成另一本新約書卷

的註釋。但同時卻又清楚知道，這是個慢

工出細貨的過程，是不容許走捷徑的。

腳步放慢了，不等如要求降低。馮

生依然故我，企圖讀遍重要的書文，免得

錯過有用的資料。對於今天的寫作，馮生

說：「有了電腦的方便，現在我可以一邊

讀書，一邊做筆記，一邊寫作，按需要隨

時修改，比以前快了一點。但今天要看的

書，卻又比以前多得多！」

簡單的堅持
從2008年《加拉太書註釋》面世，

經過了四年時間，馮生又完成多兩卷聖經

書卷的註釋工作，成果就是剛由本社出

版的《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註釋（卷上

下）》。接下來寫哪一卷呢？馮生透露，

下一個簡單的目標，就是寫作以弗所書的

註釋。這工作已經開始接近兩年了。

「給我們出版可以嗎？」

「還不知甚麼時候才完成，到時再

算吧！」

有些人喜歡簡簡單單的生活，有些

人習慣密密麻麻的日程，無論你選擇哪一

樣，我想重要的是認定所領受的使命，並

持守著它。馮生選擇了簡簡單單，平平淡

淡，默默做好每天的研究和寫作，為華人

教會貢獻自己，為自己所蒙的恩報答神。

「我只是個簡單的蒙恩罪人罷

了！」

祝福馮生身心靈健壯，早日完成以

弗所書註釋，然後到下一本，再下一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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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文聖經研究的世界裡，馮蔭坤博士

的地位相信沒有人質疑，他的《加拉太書註

釋》和《羅馬書註釋》，為不少後學─尤

其是像我這些專攻希臘文修辭的後輩，設定

了準繩。在歷史文法釋經的範疇裡，他誠然

是個典範。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註釋》是馮氏

新近出版的另一精心傑作。這本註釋秉承

西方悠久的釋經傳統，資料詳盡，涉獵廣

博，活像一冊「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註釋大

全」，不但在探究監獄書信的作者問題上抽

絲剝繭，對於兩卷書信的處理，馮氏的大師

手筆，都令讀者滿載而歸。他就像一位超卓

的學術主廚，為讀者烹調出一頓豐盛的釋經

筵席。

馮氏對於「歌羅西問題」的研析，既

適切又中肯。他對歌羅西書作者問題的討

論，或者說，他就著反對保羅是歌羅西書作

者的討論，讓讀者了解到詮釋者究竟如何斷

定一卷書是否保羅的作品。很多時候，詮釋

者會拿一卷書與另一卷公認為保羅所寫的書

卷比較，然後決定前者是否保羅手筆，那就

是說，一卷書的作者是否保羅，往往是基於

一個前設─哪些書卷毫無疑問是保羅的著

作。他對那些有爭議的保羅書信的觀察同樣

相當準確。（他所說的「爭議」只是學術語

言，就連相信這些書卷乃出自保羅之手的保

羅書信學者也會使用「爭議」這個術語。）

也許這樣說會令平信徒感到困惑，但這是個

值得思考的問題。我認為平信徒不要以為，

一個學者一旦稱某些書卷為「有爭議的保羅

書信」，他就一定認為這些書卷並非保羅所

閱讀馮蔭坤博士的

曾思瀚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新約兼任副教授、自由基督徒作家及講員

www.engagescriptures.org

寫。我的看法是，監獄書信都是保羅寫的，

但有一些學者仍然（根據不同的研究方法）

認為這幾卷書的作者另有其人。馮氏堅決反

對所有不贊同保羅是監獄書信作者的神學論

據。神學論據總有漏洞，馮氏對準問題，舉

重若輕，只三言兩語，就回答了這些異議。

他總結說，提摩太是保羅的代筆人，對保羅

寫作這些書信有點影響。這樣，馮氏跟大多

數學者的意見一致，確認歌羅西書是保羅於

六十年代寫成的。

另一個歌羅西問題涉及保羅寫作此書

的原因。在這點上，馮氏主要針對胡莫娜

（Morna Hooker）所提出的理論，她認為

歌羅西的問題只是學術的發明，而不是實質

存在的現實，這種看法在學術界頗具影響。

馮氏與胡氏觀點上的差異，來自他們對描述

異教的經文不同的詮釋。據我了解，兩者主

要的分別，在於胡氏認為經文中所有隱晦的

說話，都是描繪可能存在的危險，但馮氏則

認為這些說話是直接的攻擊。胡氏指出，如

果保羅只是隱晦描述而不是直斥其非，那麼

他也許只是出於謹慎地提醒而不是要挑起爭

論。馮氏在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徹底審視

了正反兩方面的論據：一方贊成歌羅西正受

到假教義的攻擊，另一方則認為保羅不過是

要提出警告。在這樣剖析的同時，馮氏認清

問題所在。簡單來說，問題就在於如何詮釋

清楚暗示假教義的陳述與實際的歷史情況兩

者的關係。

對一些學者來說，或許保羅有很多事

情並沒有說出來；但對那些看法跟馮氏一致

的學者來說，保羅已經提供了相當足夠的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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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可以讓現代的解經者判斷假教義

的內容。如何衡量「證據」，關鍵不在證據

本身，而在詮釋的觀點。「證據」這個詞本

身並不構成一個論點的基礎，因為證據如何

鋪陳，已經牽涉詮釋在內。有時候，要決定

哪個理論最切合某個特定的背景，就必須經

過一個篩選的過程，從最沒有可能的說法開

始，逐個剔除。有一點確定的是，馮氏推翻

了歌羅西的問題涉及諾斯底主義這種主張，

他合理地指出，還沒有足夠證據顯示在一世

紀的環境裡，諾斯底主義已經成形。此外，

早期基督教複雜多端，就是到諾斯底主義流

行的時期，仍然很難準確辨識哪一套信念是

諾斯底信仰。馮氏除了小心判別各個理論之

外，也相當謹慎，避免給歌羅西的假教義任

何具體的稱呼。

寫作腓利門書註釋，可謂困難重重。

站在後奴隸時代來看，腓利門書簡直就是一

卷倡議反抗奴隸制度的作品。然而，我們若

查考研究這卷書的歷史，也許會因為發現它

曾經給人利用來維護奴隸制度而大感驚訝。

我念博士的時候，曾經鑽研過與奴隸相關的

羅馬法律，因此清楚知道，要精確描述保羅

寫作此書的手法和目的，是相當困難的一件

事。不過，馮氏顯然指出了保羅活在一個以

擁有奴隸為常規的社會所面對的難處，以及

就著這個情況所運用的修辭技巧。保羅處於

進退兩難的夾縫中，必須在兩者之間─其

一是無望改變的社會習俗，其二是掌權的主

人與無權的奴隸之間所須灌注的恩典─取

得平衡。馮氏提出，按照一世紀的情況（而

不是按照我們現代人反對蓄奴的態度），保

羅是要提倡一種超越社會規範的嶄新關係。

在分析這卷常被忽略的保羅書信時，

馮氏檢視了許多不同的交錯配列結構，藉此

道出本書的主題，就是主人對其奴隸完全的

接納。最終馮氏選擇了一個相對簡約（亦

相當恰當）的結構，只有三個部分：開首的

話、書信本體、結束的話。而其最富啟發性

的觀點，則是指出書中圍繞歐尼西慕的敏感

話題，不但影響腓利門和保羅本身，亦同時

影響整個教會群體。保羅在信中眾多隱晦的

指涉，使得這封信件留有不少沒有明確道出

的意思。我們永不會知道保羅究竟在想些甚

麼，也許他採用這種巧妙的手法，是要容讓

腓利門能夠自行決定採取甚麼行動，來維護

自己（因這個逃奴而受損）的榮譽，以至於

整個信仰群體的合一、愛心和信心。今天的

信仰群體如要從聖經中找到化解爭議的方

法，也許腓利門書可以給我們提供更加適切

的指引。

綜觀全書，資料豐富詳盡，正如馮氏

大部分的作品。就其細節而言，可算是華人

教會開創先河之作。書中以《聖經新譯本》

的譯文為主，再加上其他作者所選用的聖

經譯本，對研讀這兩卷書的學者來說，是很

好的材料。不過，對於那些不諳學術討論的

讀者來說，可能會希望先停一停，看清書本

的厚度，才開始翻閱它。這書不僅給學人提

供極具參考價值的資料，對牧者傳道亦然；

那些想認真研讀聖經的，可以在書中找到寶

貴的釋經資料，令講壇信息和畢業論文充實

豐滿。這一套兩冊的註釋將成為重要的參考

書。我毫無保留地推薦它。如果我教授一課

「監獄書信」，這套註釋必定列於參考書目

之首。在這個出版短篇和電子書、寫作網絡

日誌、追求市場佔有率的年代，我們仍然非

常需要類似馮氏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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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介紹

馮蔭坤博士以他一貫的嚴謹細緻，一絲不茍地逐段逐節註解歌羅西書和腓利門

書，幫助信徒深入認識這兩卷保羅書信的信息、道德教訓和神學思想。讀者可從作

者的釋經手法，學習如何按著正意分解真道。想研究監獄書信的學人，可從中掌握

這方面研究的歷史和重點。書中詳盡的資料，猶如釋經寶庫，令講壇信息和學術論

文豐滿充實。這一套兩冊的註釋包羅萬有，分析精闢入理，使人有一書在手、萬卷

在握之便。

一套忠實、深入、詳盡的註釋

馮蔭坤博士原文釋經

作 者： 馮蔭坤博士（香港中
國神學研究院退休教
授。現任香港中文大學
名譽高級研究員，隸屬
崇基學院神學院。）

頁 數： 卷上556頁 卷下552頁

售 價： 每本$170；每套$340

學者推薦

此兩冊註釋秉承先生一貫作風，對經

文的表述深雋透澈，對學者的言論瞭如指

掌，旁徵博引，讀之如饗盛宴，最終只能

用一字冠之：牛！

張雲開 
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系副教授

馮博士將這兩卷加起來只有五章的聖

經書卷，寫成了一本超過一千頁的註釋

書，可見他所花的工夫。這一套兩冊的註

釋實在是一個寶庫。

盧龍光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馮博士把每一個可能的解釋都小心考

量，對每一個釋經的決定都深思熟慮，所

以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會感受到聖言信息的

震撼性。

鮑維均 
美國三一神學院新約教授及系主任

本書不僅是另一部學術著作，更是不

停滯、不懈怠的生命呈現。對甘於沉靜聆

聽、不急於發言的讀者來說，馮老師的註

釋往往讓我們瞥見、得聽神的恩言。

孫寶玲 
新加坡浸信會神學院院長

秉承西方悠久的釋經傳統，資料

詳盡，涉獵廣博，活像一冊「歌羅西

書．腓利門書 註釋大全」。這一套兩

冊的註釋將成為重要的參考書。

曾思瀚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新約兼任副教授 

自由基督徒作家及講員

馮蔭坤老師所寫的釋經書，都以

全面和詳盡見稱，沒有半點遺漏。而

佔了每頁近一半篇幅的腳註，既展示

馮老師嚴謹的學術研究，亦幫助讀者

仔細地進深思考問題。

黃浩儀 
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教授

馮老師的註釋是非常扎實的原文

釋經著作，是經過博覽群書、深思熟

慮、仔細推敲而建立起來的個人見

解，且立場中肯，討論深入詳盡，可

謂經典之作。

楊詠嫦 
播道神學院院長

歌
羅
西
書
．
腓
利
門
書 

註
釋
︵
卷
上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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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一二三書
作者：張永信

張永信牧師，先後畢業於

加拿大沙省大學（理學士）、加

拿大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

加拿大維真神學院（神學碩士）

及美國福樂神學院（教牧學博

士）。張牧師曾於北美洲、南美

洲及香港牧會，並於香港建道神學院任教十年，

現任宣道會杏花邨堂主任牧師。

張牧師著作甚豐，包括明道研經叢書的《哥

林多前書─教會時弊的良方─愛》和《哥林

多後書─軟弱的神僕．榮耀的職事》，天道聖

經註釋的《使徒行傳（卷一至三）》《教牧書

信》和《彼得前書》（合著），天道生命信息

系列的《提摩太前後書》和《約翰福音》，以及

《馬可福音（卷上下）》《末世神學初探》《啟

示錄注釋》等等。

約珥書、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作者：胡維華

胡維華博士，

美國哥頓康威爾

神學院道學碩士、

神學碩士，加拿大

多倫多大學神學博

士，主修閃族語言

和希伯來詩歌。現任台灣中華福音

神學院舊約助理教授及教牧中心主

任。著有天道聖經註釋的《彌迦

書、那鴻書》及譯作《聖經希伯來

文初階＋習作》等。

路加福音
作者：鄺成中

鄺成中博士，香港建道神學

院道學碩士、英國索立大學哲學博

士。現任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系副

教授。曾任香港宣道會藍田堂義務

顧問和義務主任傳道。

撒母耳記上下（卷上）
作者：馮耀榮

馮耀榮博士，

香港建道神學院神

學士、美國達拉斯

神學院神學碩士、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哲學博士（博士論文研究創世記）。現任建道神學院舊

約副教授；曾任真理基督教會協英堂顧問牧師（1986-2004年）。馮牧師

對敘述文體有豐富的研究，是舊約敘事文體的專家。著作有Victim and Victimizer: Joseph’s 

Interpretation of His Destiny，其他文章散見於不同的基督教期刊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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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與死亡的抉擇─ 
　從申命記看敬畏神之道
作者：蕭壽華

內容簡介

本書是蕭牧師的講道集。正如書名所示，透過申命

記的信息，揭示生與死之路，蒙福與得勝之道。

蕭牧師講道精簡易明，有豐富的屬靈提醒，向為信

徒津津樂道。現將寶貴的教導結集成書，定必造福更多

弟兄姊妹。

蕭壽華牧師，1978年畢業於香港

大學社會學系，後任職社工。1981年

赴加拿大維真神學院進修，獲道學碩士

學位。1987年5月按立為牧師，同年7

月任宣道會北角堂堂主任。1999年獲

美國福樂神學院教牧學博士學位。

除宣道會北角堂的事奉外，蕭牧師現任宣道會香

港區聯會執委會主席、建道神學院董事會主席、明光社

董事等。著作有《神子民的事奉》《聖靈領導的教會管

理》《牧野心路》《貼近主心懷》《在愛與接納中握

手》《我的屬靈操練體驗》《得著基督》；《紛擾世情

中的信仰立場》（合著）、《活出聖潔》（合著）、

《相愛又相爭》（合著）；講道集《只有葉子》及《服

侍主心滿意足》等。

蕭牧師育有一子一女， 

師母在家中教授鋼琴。

路得記─ 
　生命線上的解讀
作者：曾立華

曾立華牧

師，畢業於建

道神學院，先

後在美國奈亞

大學、聖約神

學院、英國倫

敦神學院、香港中國神學研究

院進修，並於美國福樂神學院

取得教牧學博士學位。

曾牧師現已退休，之前

曾任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幹事、香港讀經會總幹事、台

灣中華福音神學院客座教授、

建道神學院滕近輝教席教授及

教牧學博士課程主任；現為國

際靈風講道研習會訓練導師，

同時擔任宣道會西環堂顧問牧

師。著有教牧神學及研經書

等，近作有《教牧學導論》

及本社出版的《不為五斗米

折腰─從腓立比書看誠信正

直》。

以斯帖記（書名待定）
作者：區伯平

區伯平牧師，牧會多年，兼事講

學、寫作及培訓事奉。著有大眾讀物多

冊，亦作網播談道。年前獲宣道會香港

區聯會委任為義務牧顧長。

< 即將出版  萬勿錯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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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無國界」，本社一直關心海外信徒「靈糧」的需要。除了電子書

不受地域限制外，感謝神的帶領，為我們分別在台灣和馬來西亞兩地覓得合

適書室代理銷售事宜，讓本社有機會透過出版服侍當地信徒。

假如你認識當地的弟兄姊妹，不妨轉告。兩間書室的資料如下：

台 灣 馬來西亞

恩膏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灣新北市中和區安邦街11號

電　話：+886-02-8242-2081 

傳　真：+886-02-8242-2083

網　址：www.anointed.com.tw

書花書室

PUSTAKA SUFES SDN BHD 
354 Jalan 5/57 
460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電　話：+60-3-77828239

傳　真：+60-3-77821397

通
知

她觸動妳心─ 
　聖經中的女性故事
作者：梁美心

梁美心博士，

美國三一國際大學

道學碩士、哲學

博士。現任中國

播道神學院新約

科助理教授。曾任

Trinity Journal助理編輯及中國基督

教播道會港福堂特約傳道。著有

《聖經釋讀：約翰書信與啟示錄》

及The Kingship-Cross Interplay in 

the Gospel of John: Jesus’ Death 

as Corroborat ion of His Royal 

Messiahship等。

The Majesty of God in the  
Old Testament: A Guide for 
Preaching and Teaching 
中譯（書名待定）
作者：華德凱瑟（Walter Kaiser）

華德凱瑟博士，知名福音

派舊約學者，美國布蘭代斯大學

（Brandeis University）地中海研

究碩士及博士，現任哥頓康威爾神

學院榮譽院長及傑出舊約與倫理教

授。作品包括《舊約今讀》《舊約

神學探討》《解經神學探討》《舊約倫理學探討》

《舊約續篇》《古道今釋：如何宣講和教導舊約信

息》；Study Notes on Jeremiah and Lamentations 

in  The Ho lman Chr is t ian  Standard B ib le及

Evangelical Exegetical Commentary: Jeremiah & 

Lamentations〔寫作中〕等等。

翻譯：黃儀章

黃儀章博士，伯特利神學院聖經系教授。美國

芝加哥三一福音神學院哲學博士，主修舊約聖經研

究。曾任明道社社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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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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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畢業禮共有十五位學員畢業，他們邀請了家人和弟兄姊妹到場，

一同見證這美好的時刻。畢業禮先以敬拜讚美神開始，接著由兩位畢業同學

代表上台分享他們三年的學習感受和得著。本社副社長陳鴻先生訓勉各位學

員，報讀課程並非只是吸取聖經知識，更重要是學以致用，在教會內承擔事

奉。最後由建道神學院信徒領袖培訓部主任王董智敏女士聯同陳鴻先生頒發

畢業證書及致送紀念品予各學員。在一片歡樂氣氛中，大家互相拍照留念，

彼此勉勵。

建道神學院信徒領袖培訓部‧明道社合辦

「聖言善道—新舊約證書課程」
畢業禮

畢業同學代表上台分享得著

副社長陳鴻先生訓勉各位學員

頒發畢業證書及致送紀念品予各學員

以下是兩位畢業同學的分享見證：

我和太太參加這個課程是希望可以增加聖經知識裝

備自己。以往我們恆常參加教會的主日學，但隨著事奉

日漸增多，已有一段長時間不能參加了。於是我們就報

讀「聖言善道—新舊約證書課程」，希望重新學習神

的話語。

課程的講師都是資深的神學院講師、聖經學者和釋

經書作者。他們的聖經知識擴闊了我們的視野。那些自

以為熟悉的書卷，經他們講解後，有更深切的了解和多角度的

認識。特別是學習歸納式研經法，幫助我更加容易掌握經文的重

點，無論對個人靈修讀經，或團契小組查經均有幫助。

聖經知識的傳授固然重要，更感動我的是老師毫不吝嗇分享

他們的信仰成長歷程和牧會經驗等。不但言教，也身教，提醒我

們基督徒的生命不只是平面地在聖經書頁上，而是立體地實踐於

日常生活中。

盼望我們每一位學員繼續參加不同的聖經課程，明道行道。

我信主十年，以往讀經只理解經文的字面意思，沒有想過自己有沒有錯

解經文。後來透過姊妹介紹，報讀了「聖言善道—新舊約證書課程」。最

初打算只報讀第一科「基本研經原理」，以為可以「舉一反三」。

還記得第三堂，講師跟我們查考尼希米記第三章，當時心存疑惑，以為

這段經文沒有甚麼可查考。透過講師的引導和講解，才發現神的話語原來如

此豐富，使我如獲至寶。因此繼續參加其餘的課程，不知不覺

讀了三年，轉眼畢業了。

感謝神！透過這課程，讓我學會研經的竅門，懂得觀察經

文的上文下理，了解書卷的背景等，幫助我明白聖經，避免斷

章取義，曲解經文。最重要是加深我對神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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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請瀏覽本社網站 （www.mingdaopress.org）

明道精讀團契
堅強事奉之鑰─哥林多後書精讀 陳鴻先生

週一晚
8/4-10/6
放假6/5

8:00-10:00 pm 9堂
基督教銘恩堂大埔堂
大埔大元邨多層停車場1號地下

平凡的人，不平凡的愛─約拿書、路得記精讀 李錦棠先生

週二早
9/4-11/6
放假7/5

10:00am-12:00noon 9堂
九龍塘宣道會
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

週三晚
10/4-19/6

放假1/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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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信徒之鑰（下）─哥林多前書（十至十六章）精讀 陳鴻先生

週二晚 16/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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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盡的愛‧先知與耶和華愛的挽回─何西阿書精讀 蒙日昇牧師

週四早
11/4-13/6
放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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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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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晚
11/4-13/6
放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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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希伯來書（九至十三章）精讀 曾培銘先生

週五早
12/4-14/6
放假17/5

10:00am-12:00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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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讀經課程
課程、講師 日期、時間 堂數 上課地點 費用

歌羅西書及腓利門書研讀
　　張雲開先生

5/4-10/5（週五晚） 
放假26/4
7:30-9:30 pm

5
北角福音堂
北角英皇道272-276號三樓（光超台）
（港鐵炮台山站B出口）

$400 
﹙不包括課本﹚

劍影詩情— 
　士師記與詩篇選讀
　　黃福光博士

21/6-28/6（週五晚）
8:00-9:30 pm

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生命堂
新界元朗安寧路115-137號
（港鐵朗屏站B出口）

$180 
（包括課本一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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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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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週五晚﹚

7:30-10:00pm

明道訓練班** 宣道會區聯會‧明道社合辦

課程、講師 日期、時間 堂數 上課地點
費用 

（非宣道會會友）

創世記（一至十一章）研讀
　　李均熊博士

8/5-29/5（週三早）
10:00am-12:00noon

4
宣道中心
香港九龍柯士甸路22-26A號 
好兆年行地下

$350 
（包括課本一冊）

**凡報讀此課程，請直接向宣道會區聯會報名（查詢請電︰2381 3177）
**接受報名日期：2013年3月11日至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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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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費收支報告2012年10至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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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HKD 支出 HKD

個人／團體奉獻 412,075.20 薪津／保險 535,323.50

書刊銷售 417,706.84 行政辦公室常費 117,790.44

課程收入 30,150.00 書刊出版 165,823.41

其他 12.21 課程支出 25,725.00

總收入 859,944.25 總支出 844,662.35

收入 15,281.90

由2012年7月起至今累積虧損：(100,121.07)

1. 感謝神，今年1月第一季的七班明

道精讀團契整體學員人數超過870

名，當中有211人是第一次參加

的。此外，首次合辦精讀團契的基

督教銘恩堂大埔堂亦在教牧同工落

力支持下已順利開課。求主賜福各

團友的學習，愛慕研讀神的話語，

並有美好的相交和分享。為了擴大

服侍範圍，本社計劃尋找新地點開

辦明道精讀團契，求神帶領，讓我

們可以服侍更多不同地區的弟兄姊

妹。

2. 2013年，本社將陸續出版多本書

籍（詳見第10至12頁的「新書巡

禮」）。願神賜福各位作者，有智

慧、精神和時間，早日完稿。

3. 今年2至4月，本社獲邀到以下教

會主領聚會，分享信息：基督教中

國佈道會九龍灣萬善堂、旺角浸信

會天恩福音堂、真理基石浸信會、

中華宣道會曉麗堂、基督教信心堂

（大埔堂）、基督教信道會慈雲山

堂、基督教樂道會沙田堂、中國基

督教播道會景福堂、加略山基督教

會、宣道會翠屏堂、基督教多加

堂、浸信宣道會恩雨堂、中國基督

教播道會屯門福音堂、神召會梨木

樹堂、宣道會青恩堂。願神賜能力

給各講員宣講神的道，以真理造就

信徒。

4. 今年第一個明道聖經專題講座將於

5月舉行，講員為宣道會北角堂主

任牧師蕭壽華。願神加能賜力給蕭

牧師預備信息，又感動弟兄姊妹赴

會，領受寶貴的信息。

5. 加拿大辦事處於1至3月暫停開辦精

讀團契。4至6月，基督教頌恩堂將

查考路得記，列治文華人浸信會將

查考以斯帖記。求主保守一切籌備

事宜，感動更多信徒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