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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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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我在明道社出版部的事

奉已踏進第四年，不過，編輯的生涯卻是

從神學院一畢業就開始的，數一數指頭，

也有十五年了。當初純粹是機緣巧合入了

行，當然，自己對文字工作確是有點喜

愛，也有點信心，所以機會來到，就去試

試，考驗一下自己。到了今天，考驗的中

期報告是：我相信自己在文字方面確實有

一點恩賜，也感到自己在編輯事奉中滿有

喜樂；不過，經驗亦同時印證了一

個事實，就是編輯的工作叫人

不得不謙卑下來。不是

說其他的工作叫人

pp. 1-2 我們的話 劉嘉儀姊妹

pp. 3-4 神僕的事奉─何西阿的典範 蒙日昇牧師

pp. 5-6 「嗌交？！」
─彌迦書六章8節初探 李均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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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高自大，只是我無法跟你談自己不熟悉

的情況罷了。

那麼，我怎樣告訴你編輯工作使人自

覺謙卑呢？也許我可以跟你稍微分享我的

工作情況，你就能明白我的感受。就說一

說我剛完成的《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註

釋》罷。

回想這套書的出版，真是漫漫長路。

當書稿來到我手上後，首先要做的，就是

了解全書的結構和作者的風格，決定文字

處理的方針和程度，然後著手統一整體格

式，並開始安排封面設計和內文排版等。

就明道社出版的研經書來說，處理文字往

往所花時間最長，基本工作包括潤飾、核

實、統一，甚至寫作。由於編輯不是萬事

通，所以在過程中遇到有不懂的，就要

聯絡作者，或在文稿內標示，待

編輯完成後交回作者審閱

時才最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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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自知所識有限，而來稿卻是包羅萬

有，所以處理文稿，常是戰戰兢兢，這次編輯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註釋》尤甚，因作者

馮蔭坤博士素來嚴謹認真，而他詮釋經文相當

深入，涉及資料廣博，所以他也擔心編輯會改

錯他的稿子。因此我所修改和潤飾的每一處，

他都親自審閱，看看修改的理據是否成立，潤

飾的字眼是否適切，有沒有竄改了他的意思，

或誤解了文內的資料。其實，早在他將原稿交

付明道社的時候，已經夾附了兩頁「致編輯同

工」的指引，詳細說明他的要求，並解釋文中

所用的格式。到最後排版稿出來後，就連我後

補上去的參照頁碼，他也親自核對一次，以確

保正確無誤。

文字處理完成，就要請其他同事幫忙排

版和校對，單憑個人的一雙手和一對眼睛（最

多連眼鏡在內算作兩對）是很容易出錯的，因

為要顧及的細項繁多而瑣碎，過程反反覆覆，

有了隊工，就可減少錯漏。這一點，非要多謝

我們的排版弟兄阿Tim和編輯助理Suki姊妹不

可。沒有他們用心的排版和校對，也許你便會

看到同一級的標題大小不一、不同的段落行距

不一、註釋與內文所標號碼有出入、書眉與內

文不相符等等。還想多謝May編輯，她也因為

我要專心處理這本書而承擔起別的雜務。就是

這樣，一本書的出版，必須經過出版人員

的多重工夫和互相補位，才能夠到達

讀者手上。

再者，我這個編輯只懂整理文字，對封

面設計則只識皮毛，所以必須倚賴真正的設計

師，給書籍構思一個漂亮而貼題的封面。我想

在這裡多謝濛一設計坊義務相助，他們花了很

多心思，為這套註釋書設計了既簡潔又清雅的

「十字架光芒」封面，就連淡黃色的布紋外

衣，以及金黑（卷上）與銀黑（卷下）的兩色

搭配，也是他們的主意。他們的創意妙筆，使

得讀者捧起這套沉甸甸的書來翻閱時，也倍感

輕省舒適。

好了，最後一次校對完成，書本付印了，

我們誠惶誠恐地期待著這個「新生兒」的誕

生，心中禱求一切順利，不會出任何差錯。

不過，誠如出版行內一句話說：「無錯不成

書」，縱使經過編輯、排版、校對、審閱的

多重檢視，到書本出來後，還是看到有漏網之

魚，還是有這裡那裡的瑕疵，叫人抱憾。自己

發現錯漏故然不好受，由作者告訴你就更加尷

尬了。這種種不完美，似乎無可避免。聊以自

慰的是，改對的總比漏網之魚多吧！

你看，編輯的事奉就是這樣，要看見成

品，不管它是一本書還是其他印刷品，你必須

與其他人合作，獨力是成不了事的。而在這件

成品之中，保存著每一個錯誤和每一處遺漏，

叫人無從抵賴，彷彿再一次印證了十八世紀英

國詩人波普（Alexander Pope）的名句：「人皆

有過」（To err is human）。面對人的限制，我

開始明白謙卑的真正意義，但同時亦因著神使

用我們不完美的文字來傳達祂的真道，心裡充

滿驚嘆和感恩。

你的同工

劉嘉儀
（編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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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何西阿書就如走一趟尋寶之旅。除

了它的結構、獨特的遣詞用句，還有文本評鑑

等課題有待發掘外，1 也有不少文學技巧，特

別是喻象和雙關語等奇珍可供鑑賞。2 本文嘗

試從何西阿先知以行動事奉的經歷，反省信仰

與事奉，盼望能與主內同道互勉。

正如其他先知一樣，何西阿不單以口

宣講神的信息，更以行動來表明神的心意。

以賽亞曾經按照耶和華的吩咐露身赤腳行走

三年（賽二十2∼3），以西結也曾左側臥

三百九十日、右側臥四十日，還要吃牛糞烤的

餅（本要用人糞，結四4∼15），耶利米則不

能娶妻生子（耶十六1∼2）。如果上述這些

先知的行動是高難度動作的話，那麼，神吩咐

何西阿娶一個不忠的妻子，就可算是最不近人

情的了。

然而，何西阿卻順命執行神的吩咐。3 他

既沒有像摩西這位後無來者的先知（申三十四

10：聖經稱摩西為「耶和華面對面所認識

的」）那樣與神討價還價（出四1∼17：摩西

用百般理由推辭神的呼召），也沒有流淚先知

耶利米的自謙（耶一6：耶利米向神承認自己

「是年幼的」）。《和合本》簡潔地記載：於

是，何西阿去娶了滴拉音的女兒歌篾。這

婦人懷孕，給他生了一個兒子（何一3）。

希伯來文聖經用了兩個動詞來開始這節經文：

「去、娶」，強調先知以相同的行動來回應神

的兩個命令：「去、娶」。在中文譯本中，

《呂振中譯本》是唯一一本將希伯來文聖經這

兩個動詞以頓號分示出來的。

身為牧者，何西阿對神的順命，令我不

禁反省自己的事奉是否全然順服。偶而聽到一

些弟兄姊妹對少數牧者稍有微言，譬如疏於探

訪、無心教學、講章不濟、遲到早退、不顧不

問、表裡不一之類；有些則以神僕自居，認為

不用向人交代。我不打算在此短文詳細探討牧

職的範圍、或教牧同工的分工、或牧者與長執

的合作、或教會行政管理等議題，我只想說，

何西阿順命的榜樣，既是事奉者的典範，也是

牧者、長執，以至於所有事奉神的人的一面鏡

子，反照我們是否聽見神的召命、順服神的

心意，和執行神的命令？

事奉的考驗不單在於能否順命，以行動

回應神一些特殊、困難的召命，如娶不忠的妻

子；更在於以何種態度來參與那些日常平凡的

事奉，如出席崇拜或帶領敬拜等。是否盡心竭

力？還是敷衍塞責，虛應故事？有一次，我參

加某教會的崇拜，看見敬拜隊的其中一位主音

成員，在台上領唱時手舞足蹈，全情投入，可

是當領唱完畢，回到台下的座位時，卻旁若無

人地用iPad看漫畫，甚至在讀經和講道的時候

亦如是。最不可思議的是，當這位隊員再次

回到台上領唱回應詩歌時，又回復手舞足蹈、

聲嘶力竭的模樣，但一回到座位，主席還在台

上報告和歡迎新來賓，就又繼續在台下上網。

我今天仍不明白：這位敬拜隊成員從哪裡「領

受」和「學習」這種事奉的方式與行動呢？難

道是神吩咐如此事奉的嗎？

如此事奉的人，與那些以「不知」「不

能」「不想」「不敢」「不信」⋯⋯等理由來

回應理所當然之事奉的人，同樣令人失望和

痛心。他們跟何西阿先知所指責的以色列民一

樣，觸犯了既敬拜神又敬拜巴力的罪行，令人

髮指。

神僕的事奉─

蒙日昇牧師何西阿的典範何西阿的典範

1 Andor Szabó, “Textual Problems in Amos and Hosea,” 
VT 25, Fasc. 2 (May 1975): 522-24. 

2 劉少平：《何西阿書》（香港：天道，2010），頁46-
73。

3 Heschel 與 Robinson 視何西阿先知的婚姻為真實的歷
史事件。我認為他們的立論比視此婚姻為比喻或象徵故
事更令人信服。詳見Abraham  J. Heschel, The Prophets, 
vol. 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53；H. Wheeler 
Robinson, Two Hebrew Prophets: Studies in Hosea and 
Ezekiel (London: Lutterworth Press, 1948), 12-13.

issue37-2013.indd   3 2013/5/15   5:41:54 PM



4 明道通訊 第37期

何西阿是第一個以婚姻盟約來比喻人神

關係的先知。4 他不但透過聖靈的啟示來解說

這個真理，更透過實際的經歷與行動來見證、

宣講這個真理。5 經歷與行動是先知宣講的基

礎。

第三章以自傳形式，記述神吩咐他再去

愛一個女子（或作妻子），並清楚說明她是犯

淫亂的人（以陰性分詞來顯示），他便以「買

贖」的行動完成這個「去、愛」的命令。《呂

振中譯本》再次以頓號將希伯來文聖經這兩個

命令式動詞表達出來。先知買贖的行動成為

「去、愛」這兩個命令的詮釋。愛─如此抽

象的情感表達，就在買贖的行動展現出來。正

如神對人的愛，就在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活

現出來。

誠如楊牧谷博士所言，何西阿與耶和華

都是受傷的戀者。6 先知因順服、因愛而受傷

的事奉，在人看來是一個咒詛，卻弔詭地成了

最大的祝福。何西阿透過事奉的行動真正認識

神、與神建立密切的關係。「認識」是何西阿

書的一個鑰字，不單指頭腦上的認知，更指夫

婦「同房」的親密關係。何西阿以「買贖」的

行動再「去、愛」一個拋夫棄子的妻子，使他

深切體會神救贖的愛。是的，愛過方知情濃。

另一方面，先知亦親身經歷神愛的救贖

與挽回的能力：破損的關係得以復和、審判得

以逆轉，帶來生命的盼望與更生。從前不蒙憐

憫的，重獲神的憐憫；從前非神子民的，得再

稱為神的子民。信仰的經歷是沒有人可以替代

的：沒有人可以代替另一個人死，或代替另一

個人與神復和、經歷神的管教和供應。

我們這些在神學院、機構、主日學、團

契、講壇參與教導和宣講的人，都要撫心自

問，我們的教導是否只是些二手的神學理念，

還是包括親身的經歷？我們宣講的信息是否

平衡，審判與盼望並重？我們對待人，是否

出於愛，有沒有挽回的行動？凱特（Robert 

Cate）說：「神的僕人就是向神全然降服的

人。他們認識神的旨意，順服神，並向神的子

民宣講神的意旨。」7 何西阿正是神僕事奉的

典範。

蒙日昇牧師簡介

蒙牧師在香港土生土長。初中信主

後，加入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石籬

堂。曾在香港東華三院和明愛社會服務部

工作十多年。1993年蒙神呼召，與妻麥

淑琴到美國加州金門浸信會神學院接受裝

備，獲道學碩士學位（主修基督教教育）

和神學碩士學位（主修舊約）。畢業後在

柏克萊卜技利中華基督教會牧會八年。後

蒙神賜下中國神學教育事奉的異象，於

2004年遷到伊利諾州三一福音神學院進修

舊約，現為該院舊約哲學博士候選人，同

時亦擔任基督教天恩堂半職傳道同工。蒙

牧師蒙神賜一子一女：恩信與清心。牧師

閒時喜愛閱讀和跑步。蒙牧師現於明道精

讀團契教授何西阿書，把自己所學的與人

分享。

4 Walther Eichrodt, Theology of the Old Testament, trans. 
John Baker, vol. II (London: SCM Press, 1967), 291. 
Renita J. Weems, Battered Love: Marriage, Sex, and 
Violence in the Hebrew Prophets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27-28.

5 Heschel 說得好：「先知的宣講並非基於個人的經驗或
內在的醒覺，而是基於一個屬神的經驗、一件屬神的事
件。默示不但是發生在先知身上的一個行動，也是先
知親臨一件屬神事件的時刻。」Heschel, The Prophets, 
434-35.

6 楊牧谷：《受傷的戀者─何西阿書今釋》，三版（台
北：校園，1996），頁86。

7 Robert Cate, Old Testament Roots for New Testament 
Faith (Nashville: Broadman Press, 1982), 263.

蒙牧師一家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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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

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彌迦書六章8節乃信徒熟悉和喜愛的經

文。要理解這一節經文，我們必須掌握該書的

處境和上下文。傳統將六章1至8節看為一個小

段落，以「請聽啊！」（《和合本》：當聽）

這一片語開始，而這個起頭亦同時標示一個新

的大段落正在展開。第一章及第三章同樣以

「聽啊！」開始（一2「你們都要聽！」；三1

「你們要聽！」），恰好把彌迦書分成三個部

分：第一至二章、第三至五章、第六至七章。

究竟彌迦書六章1至8節是甚麼意思？先知要我

們聽的又是甚麼信息？

其實，先知在彌迦書六章1至8節已經表

明，我們要聽的是甚麼：上主要和祂的子民

爭辯（1∼2節出現了三次）！初看，這是一

場法庭對決。控方／原告將要就著辯方是否違

背西乃之約而提出訴訟；辯方則要為其一方確

實嚴守盟約而據理力爭。這種「爭辯」，或說

「法庭訴訟」的文體，在先知書中十分普遍。

訴訟的程序首先是傳召見證人作仲裁者（1∼

2節），然後控方提出指控（3∼5節），接著

由辯方回應指控（6∼7節）。最後的裁決，往

往會指出受控訴的一方該如何行動，補贖遭破

壞的盟約（8節）。不過，學者開始質疑這種

「爭辯」是否真的可以稱為「法庭訴訟」。法

庭的場景是否切合爭辯的方式和內容？這種對

文體定位的疑問，十分值得我們繼續探討，免

得我們將盟友、家庭，甚至情人之間的「強烈

溝通」（「嗌交？！」〔意即吵鬧〕）理解為

對簿公堂、你死我活的法律程序。無論如何，

「爭辯」的出現，皆因盟約雙方已經出現裂

痕，其中一方的行為已經對盟約造成危害，必

須透過這樣的爭辯來正視和提出修正。

是誰危害盟約關係呢？上主接著的問題和

說話（3∼5節），似將矛頭直指自己！「我

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甚麼呢？我在甚麼事

上使你厭煩？」（3節）究竟上主說這話時，

「嗌交?!」
─彌迦書六章8節 初探

李均熊博士

用的是怎樣的語氣？祂是在諷刺以色列人，挖

苦他們仍不自知盟約的破壞全是他們的責任

嗎？還是上主深受傷害，心感疑惑：究竟自己

在何事上出錯呢？為甚麼自己的子民這樣討厭

自己？上主道出祂與子民過往的故事，究竟是

控告以色列人不知感恩圖報，還是上主自省：

我不是已經顯明我對你的愛嗎？難道那還不足

夠？

其後的兩節經文（6∼7節）似是以色列人

的回答：「我知是我的錯，不過，不是我不想

到你面前贖罪，而是你的標準是甚麼呢？是初

生的牛犢嗎？難道你喜歡千千的公羊、萬萬的

油河嗎？你不是要我們奉獻自己的長子吧？」

那是怎樣的問題？他們真心感到疑惑，不曉得

上主的要求；還是他們還在強嘴：誰危害盟約

關係呢？是你！盟約的要求這麼高，叫我們怎

樣達到？

若說這是一段法庭訴訟的對話，仲裁的

法官（或是撮合這場爭辯，站在一旁卻再也

按捺不住的先知）必然速速叫停：肅靜（收

聲）！這算甚麼法庭辯論（你們在鬧甚麼）？

你們不清清楚楚陳明理據，卻將心事含混在嘴

邊？「〔不是〕已經指示你─世人哪！甚麼

是善？上主向你所要的又是甚麼呢？無非是要

你行公義，好憐憫，謙虛謹慎與你的神同行。

〔那不是可以了嗎？〕」（8節，改譯自《聖經

新譯本》，原文並無六角括號內等字）

這樣，彌迦書六章8節應如何理解呢？看

來這節經文不能給簡單看為一道放諸四海皆通

的道德訓令。不錯，它的內容確是西乃之約的

精髓，道德一神論的要義。但這句說話的語境

和語氣仍有待多作探討。單看這八節經文，我

們還是不能確定，這句信徒所鍾愛的經文，在

神人之間的恩怨上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要明

白這一節我們大概已背誦得滾瓜爛熟的經文，

除了要繼續閱讀第六至七章，研究這一個大段

落如何結束先知彌迦的宣告外，我們還要回看

第一至二章和第三至五章這兩個大段落，了解

先知彌迦在其中所闡述的審判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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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一二三書─教會復興攻略︰

　愛弟兄、守誡命、斥異
端

作者：張永信（宣道會杏
花邨堂主任牧師）

張牧師在自序中這樣說
：「約翰的作品乍看淺

顯，其實博大精深，話
中有話，很多時候要仔

細推

敲思量才能判斷字裡行
間的用意。」張牧師遍

讀專

家的註釋及專文，幫助
讀者明白約翰的教導，

怎樣

愛弟兄、守誡命、斥異
端。這些都是今天教會

當學

習的課題。

聖經主題叢書

她觸動妳心─聖經中的女性故事
作者：梁美心（播道神學院新約科助理教授）
聖經中有不少女性人物，已婚的，單身的；富裕的，貧窮的；年老的，年輕的；健康的，患病的；有家庭主婦，有職業女性；有猶太人，有外邦人⋯⋯她們生活於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環境，但在神的救贖計劃中，都佔有獨特的位置。你認識她們嗎？你可知道，她們的人生跟你我有甚麼關係？這本書，是作者特地為活在二十一世紀的姊妹而寫的，為的是要給同行天路的肢體打氣，引領讀者從古聖徒身上擷取今天生活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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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關於彌迦書的分段

和先知書中「法庭訴訟」

文體的學術討論，主要參

考以下兩本英文註釋書，

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參

閱：

1. Andersen, Francis 
I, and David Noel 
Freedman. Micah: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Anchor 
Bible 24E. New York: Doubleday, 2000.

2. Ben Zvi, Ehud, Micah. Forms of the Old 
Testament Literature 21B.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0.

李均熊博士簡介

李博士剛於英國杜倫大學完成博士學位，

主修舊約研究，論文主要論述出埃及記的深層

詮釋，探討我們如何與經文的語聲（voice）

對話。李博士成長於香港，大學時主修物理，

畢業後任教中學。後蒙召到中國神學研究院攻

讀，取得道學碩士學位。從1999至2004年間

在母會基督教會（九龍）活石堂擔任傳道同

工，現仍於該會聚會。此後再於中國神學研究

院及英國劍橋大學進修，分別取得神學碩士及

哲學碩士學位。今年暑假，李博士將教授明道

精讀團契，與學員查考舊約彌迦書。李博士希

望能透過所學，幫助信徒掌握聖經的信息，啟

發讀經者精讀聖經的興趣。李博士育有一子一

女，一家四口現居香港。

聖經主題叢書

舊約聖經中神的尊貴榮耀
原著：The Majesty of God in 
the Old Testament: A Guide for 
Preaching and Teaching

作者：華德凱瑟（Walter C. Kaiser 

Jr.）

譯者：黃儀章（伯特利神學院聖

經系教授）等

本書作者是著名的福音派舊約學者

華德凱瑟博士，他特地從舊約挑選出十段他所喜

愛的經文，寫成十篇講章，講述

神的偉大。這是為普世教會而寫

的篇章。作者邀請我們同來認識

那位無可比擬、超乎一切想象的

神，尊崇祂的位格、能力、恩慈

與榮耀。惟有這樣，人渴求神的

心才得以飽足，而教會真正的復

興亦指日可待。活在今天這個

愈益紛亂不息的世界，你我要

站立得穩，重新認識和尊崇神

可謂當務之急。

issue37-2013.indd   6 2013/5/15   5:41:59 PM



7

時代信息叢書

生命線上的解讀
　─從路得記看門徒的人生遭遇
作者：曾立華

作者簡介

曾立華牧師，畢業於香港建

道神學院、美國聖約神學院、香

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及美國福樂神學院。

全職事奉四十二年，早年從事學生福音工作，後於

香港讀經會及建道神學院事奉，於2009年榮休。從1985

年至今擔任宣道會西環堂顧問牧師，委身牧會事奉。

現為建道神學院兼任教授，中華神學院客座講師，

國際靈風講道研習會訓練導師，巡迴於北美、歐洲、東

南亞、台灣、國內各地華人神學院／聖經學院授課，著

作十餘本，新近著作有《教牧學導論》（建道神學院，

2011）、《自由中的約束》（天道，2012）。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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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著著作《紛擾世情中的信仰立場》《活出

聖潔》《相愛又相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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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信息叢書

生命與死亡的抉擇
　─從申命記看敬畏神之道
作者：蕭壽華

內容介紹

作者以嶄新的角度來分析路得

記，用「七條線」─悲苦線、抉

擇線、冒險線、命運線、佑護線、

邂逅線，和蒙福線─來展現起跌

的人生與命運的轉折，從中透視神

佑護之手暗中的恩助。作者研析經

文，精簡而嚴謹；研析人物，除描

繪他們堪作模範的優點外，亦同時

刻畫他們人性種種負面的反應，讓

讀者能真實地反省人生，能夠在現

實生活中做個既符合人性、亦討神

喜悅的門徒。

內容介紹

在標榜自我、不受約束的年代，神

的誡命是重重捆綁嗎？敬畏神是因為怕

祂懲罰嗎？

蕭牧師指出人敬畏神不是因為神

像嚴父，以各種懲罰叫我們懾服祂的權

威，而是因為明白神設立種種律法，是

出於對人深切的愛，保守我們不致陷入

邪惡，傷害自己。如果沒有按照說明書

使用電器，可能會弄壞產品。同樣，如

果人沒有遵從創造我們的神所給的指引

去生活，可能會損害生命。

申命記的信息，是神愛的呼喚，要

我們清楚守約與違約有天淵之別—祝

福與咒詛，生命與死亡。只有不斷在神

愛的吸引下，人才可以甘心樂意，存敬

畏的心，遵從神的旨意生活。

學學學學社會社會社會會會會學系學系學系學系學系 後後後後任職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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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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精讀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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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一晚
8/7-9/9
放假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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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信徒之鑰（上）─哥林多前書（一至九章）精讀 陳鴻先生

週二早
9/7-10/9
放假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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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心歸主─哈該書、瑪拉基書精讀 曾培銘先生

週二晚 9/7-20/8 7:30-9: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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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人恩怨話盟約─彌迦書精讀 李均熊博士

週五早
19/7-13/9
放假16/8

10:00 am-12:00 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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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道讀經課程明道讀經課程  香港靈糧堂‧明道社合辦香港靈糧堂‧明道社合辦

課程、講師 日期、時間 堂數 上課地點 費用

舊約經卷研讀班（二）
陳錦友博士、張祥志先生、
黃天相博士、周永健博士、
梁國權先生、謝慧兒博士、
黃嘉樑博士、黃儀章博士

4/7-22/8（週四晚）
7:30-9:30 pm

8
香港靈糧堂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禮頓里6號
（港鐵銅鑼灣站A出口）

$800
（於5月31日或之
前報名$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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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週一晚﹚
7:30-9:45 p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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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週三早﹚
9:30 am-1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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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內容包括：訓練內容包括：
　a. 歸納式研經法（OIA）的特點與方法，經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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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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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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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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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費收支報告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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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 HKD 支出 HKD

個人／團體奉獻 456,727.50 薪津／保險 526,825.70

書刊銷售 102,805.60 行政辦公室常費 136,021.44

課程收入 1,187.00 書刊出版 41,335.00

其他 105.05 課程支出 5,830.00

總收入 560,825.15 總支出 710,012.14

不敷 149,186.99

由2012年7月起至今累積虧損：(249,308.06)

1. 感謝神！今季報讀明道精讀團契的學員

超過八百人，同時亦邀請了蒙日昇牧師

首次擔任精讀團契的導師。求主保守各

講師有屬天的智慧、充足的精神宣講神

的道；亦求主賜福學員有持續追求明白

真道的心志，並在生活中行道的決心。

2. 本社剛出版了兩本新書：蕭壽華牧師的

《生命與死亡的抉擇─從申命記看敬

畏神之道》，和曾立華牧師的《生命線

上的解讀─從路得記看門徒的人生遭

遇》。在未來三個月，也將有三本新書

面世。願將這些果子呈獻在主手中，求

主使用，使它們成為信徒生命的幫助。

3. 今年5至7月，本社獲邀到以下教會主

領聚會，求主賜福同工，透過所宣講的

信息建立信徒的靈命：港澳信義會主恩

佈道所、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洪水橋

靈糧堂、樂滿浸信會、博愛潮語浸信會

鳳德堂、基督教基甸生命堂、基督教靈

糧世界佈道會元福靈糧堂、中華基督教

閩南三一堂北角堂、中華基督教會合一

堂馬鞍山堂、筲箕灣國語浸信會、十字

架山浸信會、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基

督教華人神召會旺角堂、大埔主恩浸信

會、基督教中國佈道會九龍灣萬善堂、

福臨堂福臨閱覽室。

4. 今年暑假，本社將開辦「舊約經卷研讀

班（二）」。我們一共邀請了八位有分

量的聖經學者，講授他們所專長的舊約

書卷。願主使用每一位講師引導

信徒有系統地明白舊約的教導。

5. 本社將於8月份舉行今年第二次

明道聖經專題講座，講題為「膽

怯的英雄基甸」，由黃福光博士主講。

求神賜黃博士合宜的信息，又感動弟兄

姊妹赴會，讓他們聽見神的話語，靈命

得以更新和成長。

6. 感謝神！今年首季我們收到教會和弟兄

姊妹的奉獻較去年同期理想，多謝神賜

我們一群同行者，不但關心我們，為我

們代禱，亦願意以金錢支持我們的事

工。求神感動更多教會和弟兄姊妹，讓

我們的不敷改為盈餘。

7. 加拿大辦事處於去年第四季開辦了兩個

聖經精讀團契，分別研讀以斯帖記和哥

林多前書，看見學員熱切學習神的道，

準時提交功課和專文，實在為他們感

恩。今年4至6月，亦如期舉辦兩個聖

經精讀團契，基督教頌恩堂研讀路得

記，列治文華人浸信會研讀以斯帖記。

參加精讀團契的人數亦有所

增長，求主挑旺學員渴

慕真道的心，積極學

習和分享，使生命

得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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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惠 期： 88月月22至至1616日日
開倉時間： 開倉時間： 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五

 - 上午9:30至中午12:00 - 上午9:30至中午12:00
  - 下午1:30至7:00  - 下午1:30至7:00

  星期六、日休息星期六、日休息

地　　址：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地　　址：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
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聖經講座影音特價區

優惠5

所有產品一律

（五本或以上75折）

優惠1
8折

特價貨品數量有限‧欲購從速

新視野釋經叢書3D研經系列

優惠2 精選貨品 7折

凡於開倉期內，到本社購買任何產品，

均可獲贈【凱勒牧師講章】全套系列一共六冊

（每人限送一套，送完即止）。

聖經註釋叢書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註釋

馮蔭坤著

75折優惠3 新書

時代信息叢書
生命與死亡的抉擇─
從申命記看敬畏神之道

蕭壽華著

時代信息叢書
生命線上的解讀─
從路得記看門徒的人生遭遇

曾立華著

特價貨品特價貨品優惠4

聖
歌

時
生
從

價價貨貨品品數

時
生
從

明道研習本

 。 創世記(卷上)─創造與拯救的上帝(修訂版)
 。 哥林多後書─軟弱的神僕‧榮耀的職事
 。 提摩太前書─神的真道乃牧會之本
 。 啟示錄─萬主之主

聖經主題叢書

智者看工作與家庭　/華爾基 (Bruce K. Waltke)

暑假開倉
優惠

暑假開倉
優惠

暑假開倉
優惠

暑假開倉
優惠

聖經信息叢書　/鄺炳釗編著

 。 認識信仰─聖父的屬性
 。 認識信仰─聖父的作為
 。 認識信仰─聖子
 。 認識信仰─教會

聖經主題叢書

講聖經‧話人生(2010年明道聖經專題講座文集)

靈修導引叢書

 。 神創始　/徐濟時著
 。 人出路　/徐濟時著

福音與異象
（MP3）
Daniel I. Block
布洛克 主講

智者看工作與家庭
（DVD）
Bruce K. Waltke
華爾基 主講

還看啟示錄
（MP3）
Ben Witherington III
威瑟林頓 主講

你所念的，
你真的明白？
（MP3）
曾思瀚 主講

路加筆下的耶穌
（MP3）
Darrell L. Bock

博克 主講

40 40 40

60 60

人限送 套 送送完即止送 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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