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屆新約研經講座於9月8日圓滿結束，上一期明道通訊我們特意精

選了第一堂至第四堂講座內容，讓大家溫故知新。這一期，我們將餘下

四堂講座的精華一併奉上，為向隅者提供精簡的內容，稍稍滿足靈裡的 
渴慕。

第六屆

新約研經講座花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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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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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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博士開宗明義引用學者伊恩．保羅（Ian Paul） 
的話：「啟示錄是人所能寫出最非凡的文學作

品之一。」可見這卷書的內容非常豐富、精彩

非凡，所以譚博士用觀看寶石來比喻研讀啟示

錄：從不同角度去看，會呈現出不同的精彩部

分。研讀啟示錄也一樣，不能從單一角度去閱

讀，要從不同方向看啟示錄精彩的各面。

對於如何解釋啟示錄，出現了很多不同的學術

派別，可謂五花八門。譚博士指出，我們不應

拘泥於某一個派別，反而要明白第一世紀的文

化處境，這樣便能更認識啟示錄的內容和預

言。就如啟示錄的結構和大綱，委實沒有一個

「完全」能反映其豐富內容的結構。所以，我們

也不一定要限制於單一的結構，反而可以欣賞

啟示錄的多重結構。

至於修辭技巧方面，譚博士說此書的修辭特

點是「認真地幽默，幽默地認真」。簡言之，本

書藉著豐富的文學特色，例如在殺戮中注入不

少「幽默的圖畫」（八13）、描述假貨模仿真貨

（十三11-13）等。經文往往製造期望，卻又產生

驚奇的效果，叫讀者更投入經文的世界，甚至

久久不能忘懷，讀畢後不斷反思和咀嚼經文的

含義。

事實上，啟示錄所用的體裁、修辭和架構，便

是其信息所在，帶領讀者進入另一個世界觀和

價值觀，也呈現耶穌基督的「面貌」與工作，鼓

勵讀者抓緊那給「得勝者」的應許，確信基督

王權的震攝，叫我們今天好好努力地活著，堅

持真理。

譚博士最後鼓勵會眾：「眾多不明白、不公義、

無憐憫的事情雖然天天在發生，但我們要對神

有信心，要堅忍。在主回來之前的日子，要渴想

那個世界，知道我們這些留下來的人應當如何

在當下活下去。」

譚志超博士

第五堂

啟示錄

[02]  明道培訓  75期  2022年第4季 

明道
培訓



猶大書是主耶穌肉身的弟弟猶大的作品，但他

在信首只說自己是「耶穌基督的僕人，雅各的
弟兄」，可見他十分謙卑。他這封書信的特色，

是句中常有「三」的元素，例子如下：

連用三個動詞：寫信給那被召、在父神裡蒙愛、
為耶穌基督保守的人（1節）；

三次用「親愛的」（3、17、20節）；

三個古時的例子（8-10節）；

另外三個古時的例子（11節）；

15節用了三次「不敬虔」；

提到「信、愛、望」，以及「聖靈、父神、基督」 
（20-21節）。

猶大書的另一個特色，是引用次經《以諾一書》

和《摩西遺訓》，這是其他正典極少出現的。

猶大書的結構很清晰，1至2節是信首語；3至4
節是主旨和背景；5至16節勸勉信徒防範假教

師；17至23節勉勵讀者持守信仰；24至25節是

充滿頌讚的信末語。

正如上述，3至4節是本書信的主旨和背景所

在。因著假教師對真道的攪擾，猶大點出主

題，要信徒「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力
地爭辯」。然後他舉出古時的例子，借古喻今

地解釋何謂假教導、何謂真理。他的例子清楚

易明，「守」或「保守」這個動詞經常出現，目的

是要讀者持守真理，不被搖動。

最後，他勉勵受眾要銘記使徒的教訓（17-19
節）、追求成長和持守信仰（20-21節），以及幫

助信仰上受影響的人（22-23節）。簡單來說，

猶大書是充滿「末世信息」的書卷，目的是要我

們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改變現在！

第六堂

猶大書
梁美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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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迦博士討論如何以「聖經作者釋經套路」 
（Hermeneutical Framework），去了解使徒行

傳的意思。他指出一般人解釋使徒行傳，都會

先從神學的進路出發，例如傳福音的論述（一

8）、基督論與教會（二25-35），以及聖靈充滿

的教會（二1-21）等等。

陳博士認為這種進路忽略了主要的內容，例如

三至五章的主要內容是門徒被捉拿，與信徒被

逼迫有莫大關聯。另外，陳博士也指出，使徒

行傳首五章多次引用詩篇來講出信息，主要來

自「君王 — 登基詩篇」（Royal-Enthronement 
Psalms）。原因之一，與使徒行傳的背景有關，

因為當時猶太人充滿著對彌賽亞的期盼。

這些「君王 — 登基詩篇」，包括第16、18、89、

110、116及132篇，相對應的經文是使徒行傳

第二章。陳博士指出，這是要說明主耶穌的復

活和登基。而第一章也與基督的登基有關，相

陳偉迦博士

對應的詩篇是第69及109篇，並提到這是重溫

了主耶穌被出賣的事情。

陳博士指出，一般近東君王登基詩，會說出君

王登基所帶來的和平，以及所有反抗勢力全然

消滅。但路加所用的套路，是君王登基詩的對

抗主題（Psalmic Opposition）。這些對抗，包

括外在和內在的威脅。說到外在的壓力和威

脅，陳博士指出，路加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提到，

主耶穌在會堂被人攻擊，甚至想將祂置諸死

地。同樣地，他在使徒行傳中，也提到保羅在

會堂被人攻擊，甚至想將他置諸死地。

陳博士在總結中指出，在使徒行傳三至五章，

路加引用詩篇的論述解釋主耶穌及教會所受的

逼迫，但重點卻放在主的拯救及神的旨意。按

此進路，他認為神學的論述要本於聖經的文

本，而好的聖經詮釋，可以進一步建立更全面

的神學架構。 

第七堂

使徒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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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想起羅馬書，便會想到「因信稱義」，

但其實羅馬書還有很多其他信息。何博士說，

羅馬書起首的7節已經界定了保羅自己的身分

和使命，也界定了福音、神的兒子和此書信的

收信者。

全書大致可分為兩大段，如下：

福音公義—對不同族群的公平看待

（一～十一章）

在不同的社群關係中活出福音公義 
（十二～十六章）

在當時，因猶太僑民傳播猶太文化給羅馬人，

令羅馬城的管治者不滿，所以多次驅逐他們出

城，也禁止他們在猶太會堂聚集，目的是要拆

毀他們的社交網絡。幸而這種文化衝突只在羅

馬城發生，猶太人在別的城市仍然可以到會堂

聚集，以及進行文化交流。

保羅寫信給羅馬教會的信徒，一來勉勵他們在

逼迫中仍要尊重政府，二來要他們知道，無論

是猶太信徒還是外邦信徒，在神眼中都是屬

祂的子民，所以應該合一，無分你我。「因信稱

義」的真理是給所有信靠神的人得救的方法，

為要顯明神的大能，以及祂的公平和公義。因

此，我們理當「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不
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
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十二1-2）。

另外，保羅也勸勉他們「脫去暗昧的行為，帶
上光明的兵器」（十三12下）。總而言之，就是

要在這世上有好的見證，就能榮神益人，彰顯

神的義了。

何善斌博士

第八堂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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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明道之友：

中國古語有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然而，現代人已不會為此而多讀書。聖經也

有叫人渴慕神話語的描述，例如詩篇十九章10節指出，神的話「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
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

明道社的使命，是幫助信徒研讀神的真道，好好咀嚼和消化，並實踐出來。我們致力透過不同渠

道，提供以聖經為基礎的各類書籍。大家最熟悉的，應該是我們的「明道研經叢書」。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出版了35冊，表列如下：

歸納式研經實用手冊
（上冊）

歸納式研經實用手冊
（下冊）

創世記	
（卷上）

創世記	
（十二章至二十五章11節）

利未記

民數記 士師記 路得記 歷代志上 歷代志下

詩篇	
（一～二十篇）

詩篇	
（二十一～四十一篇）

傳道書 雅歌 耶利米哀歌

以西結書 約珥書、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俄巴底亞書、	
約拿書

彌迦書 哈該書、瑪拉基書

馬可福音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後書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歌羅西書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後書 提摩太前書 提多書

腓利門書 希伯來書 彼得前書 約翰一二三書 啟示錄

我在九月份的信裡提到，部分「明道研經叢書」可在Logos電子書平台購買得到。之後便收到不少

弟兄姊妹查詢，想知道我們日後會否將全部「明道研經叢書」上架到Logos售賣。

整體來說，我們會將明道社的各類書籍分階段放到Logos售賣。第一階段是11冊「明道研經叢書」 
（上面表格裡紅色書名的書），以及《歸納式研經實用手冊─上冊》。大家下載Logos免費中文軟件

後，便可以購買單本或全數11本紅色書名的研經叢書和研習本（繁體或簡體）。

第二階段的書籍會包括7冊「明道研經叢書」（上表中藍色書名），以及一些不同系列的書籍，如下：

給支持者的信
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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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信息叢書
誰是我王？：從士師記看敬虔人生 異象的人生：從尼希米記看建造生命的工程

苦罪之謎：約伯記信息 逆境奏樂歌：從腓立比書看快樂滿足的祕訣

生之盼：傳道書信息

靈修導引叢書
每日一詩：詩篇卷一～二 每日一詩：詩篇卷三～五

聖經註釋叢書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註釋（卷上）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註釋（卷下）

聖經精讀叢書
創世記（上）：從創造到揀選 創世記（下）：從揀選到保守

聖經導引叢書
希伯來聖經導論

我們的電子書不會取代印刷版書籍，而是要讓喜歡閱讀電子版或印刷版的讀者，都有機會接觸到

明道社的書，在靈裡得著更新和造就。

明道社致力出版各類研經和靈修書籍，服事眾教會及信徒，回應大家學習神話語的不同需要。不知

道大家對我們出版的書籍認識多少？讓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6個系列的特色：

明道研經叢書 經文的研究包括五個部分：經文分段和寫作技巧、經文解釋和難解經文、經文重點和實

際應用、有助明白經文的例子，以及有助實踐經文的默想。

時代信息叢書 以解經為主，為讀者提供現實生活的指引。書中加插例子，使讀者印象深刻。每章都有默

想或討論問題，幫助讀者吸收和應用，也可供團契和小組研習。

靈修導引叢書 幫助信徒每日靈修，引導讀者默想神的話語。每篇都有反思或默想部分，幫助信徒檢視個

人的屬靈生命，激發立志委身的情操。

聖經註釋叢書
仔細分析經文的信息、道德教訓和神學思想。詳細介紹經卷作者、寫作年份、時代背景

等，幫助讀者窺探書的主旨和歷史環境。詳細研究原文字詞和句子，以助讀者深入領會經

文的精髓，從而結合理論與實踐。

聖經精讀叢書 作者把自己對聖經書卷的心得「精」簡表述，幫助讀者明白書卷的「精」義。書中每章都有

思考問題，幫助讀者更深人反思經文，並應用聖經的教導。

聖經導引叢書
幫助讀者從宏觀的角度來認識聖經的整體信息，經文與經文之間如何緊密相連，使讀者

對神的道不單有深入的認識，也有更廣闊和全面的掌握。每一章都有「要點重溫」、「思

考問題」和「討論問題」，從不同角度幫助讀者重溫內容重點。

「明道研經叢書」可說是我們的「王牌」書籍。我們除了會盡快完成聖經66卷經卷，亦會在合適時候

推出其他系列書籍，更計劃在系統神學和實用神學的領域上，出版以聖經為根基的書籍，比方「行

道系列」、「聖經真道系列」等，附有導讀本或研習本，幫助信徒進深，引導信徒在各領域上「明道

而行道」。

很感恩最近有好幾間教會向我們購買了整套「明道研經叢書」。這對我們是很寶貴的支持和鼓 
勵。盼望各教會、團體和弟兄姊妹踴躍支持明道社的出版事工，一起推動信徒研讀並活出神的話。 
歡迎大家查詢購買書籍的詳情和優惠。

願神的話光照我們的思想，燃亮我們的生命！

主內

李炳權　謹啟

2022年11月24日



January
March2023年1-3月

實體課程•只供本地信徒參加

約翰一二三書
葉英傑

日期：1月16日至3月20日

時間：週一晚 7:30 - 9:30 

合辦：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6號

約珥書、俄巴底亞書
李炳權

日期：1月10日至2月21日

時間：週二早 10:00 - 12:00 

合辦：九龍塘中華宣道會

地點：九龍塘窩打老道134號

日期：1月11日至2月22日

時間：週三晚7:30 - 9:30

合辦：基督教海面傳道會禮拜堂

地點：香港鴨脷洲新市街38號

歌羅西書
雷振華

日期：1月10日至3月14日

時間：週二晚 7:30 - 9:30 

合辦：荃灣浸信會

地點：荃灣青山道99-113號

日期：1月13日至3月17日

時間：週五早10:30 - 12:30

合辦：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地點：北角電氣道城市花園4座

編按：由於疫情尚未穩定，

精讀團契開課形式存在變

數，故以下內容均為暫定，

請 於 開 課 前 到 本 社 網 頁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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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實體課程•只供本地信徒參加

撒母耳記上
胡啟芬

日期：1月11日至3月15日

時間：週三晚 7:30 - 9:30

合辦：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地點：北角電氣道城市花園4座

彼得前書
陳智文

日期：1月12日至3月2日

時間：週四早 10:00 - 12:00  

合辦：第一城浸信會

地點：新界沙田源順圍28號都會廣場3樓

日期：1月12日至3月2日

時間：週四晚 7:30 - 9:30  

合辦：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樂泉堂

地點：九龍土瓜灣浙江街46-50號

          明發大廈一樓A室

明道精讀團契
網上報名及簡介

	約書亞記（1-8章）
	鍾永安

 日期：1月12日至3月2日

 時間：週四晚 7:30 - 9:30

 合辦：旺角浸信會

* 地點：因場地緣故，今季轉為網上舉行。

75期  2022年第4季  明道講堂  [09]



2023年1-3月 	約書亞記
（1-8章）精讀
鍾永安

逢週四
日期：1月12日至3月2日

日期： 12月12至21日

時間： 星期一至五10時至6時

 星期六、日12時至6時

地點： 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

 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所有明道社出品特價發售，萬勿錯過！

12月明道社特價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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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人生總有不愉快的時候，不論生活在拉丁美

洲、非洲、香港還是美國，總會有不如人願的

事情發生……關鍵在於不如意的事發生後，我

們怎樣回應；而這會決定我們一生的方向，也

會決定我們能否過快樂的人生。

Ⅱ. 信息內容

這段經文可分為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二章

1至8節，第二個重點是二章9至20節。

一、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
第一個 重 點我稱之為「一個 突 如其來的 危

機」。人生中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又或現實中

來自各面各方的衝擊常會發生……這段經文開

始時，是在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若我們

留意一章1b節，當時是亞達薛西王二十年基斯
流月……基斯流月相等於現在十月、十一月，大

約是深秋。尼散月等於一月左右，是嚴冬，相距

大約三個月。

上文談及尼希米知道耶路撒冷城牆被毀，城門

被火焚燒；他雖然在波斯帝國的書珊城居住，

但心繫故國，也為之祈禱。上一章也談及，尼希

編按：經歷了幾年的動盪，很多人的生活都出現了危機，但「人生怎樣才有
真正的快樂？怎樣才算有意義的人生？」我們節錄和整理了郭文池牧師的 

《異象的人生》第二章，讓大家一同思想、細味，嘗試在看似困境重重的生
活中活出喜樂的生命。

米是王的酒政……為王管理酒和膳食方面的

事。……經過三個月……有一天，波斯王察覺

到他面帶憂色，斷定他必是心裡愁煩！尼希米

當時十分懼怕（二2），直譯是「跌入懼怕的深

谷」。這是他人生一個極大的危機，因為……

倘若他回答得不好，觸怒皇帝……可能會性命

難保……。

首先，我們留意尼希米的回應。二章3節說，我

對王說：「願王萬歲！我列祖墳墓所在的那城
荒涼，城門被火焚燒，我豈能面無愁容嗎？」尼

希米誠懇而坦率，他很有禮貌地將內心的話跟

王說出來。他在這種處境中沒有被打亂陣腳，

仍能直接將心裡記掛的事情說出來。尼希米的

表現，對我們很有提醒，特別是對弟兄；因很多

時我們遇上困難，不一定能正面面對問題，有

時甚至不想跟任何人提起……這是十分可惜

的……而尼希米卻能把握這樣的時機，甚至把

危機化成轉機。

第二章

危機與轉機
         （尼二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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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尼希米說出自己愁眉不展的原因後，王便問

他有甚麼要求……這實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關鍵時刻。當王問尼希米想怎樣，他……從地

上的君王立刻轉向天上的君王……弟兄姊妹，

人生中有很多危機、很多關鍵的抉擇時刻，需

要我們做決定……我們有沒有像尼希米這樣

立時禱告的經驗？

我在美國時就曾有一次經驗，在千鈞一髮的危

難中向神祈禱。有一次，我以廉價買來的二手

車突然發生故障。當時是一月，天正下著雪，附

近沒有可以停車的地方，只能勉強停泊在公路

的慢線上……我的心情很緊張。我做好了亮著

閃燈、打開車尾蓋等措施。當時我……把孩子

留在車裡，走了七、八分鐘才找到電話亭打電

話求援，之後再走回停車之處。就在走近車子

時，我透過車子的後視鏡，突然看見一輛在下

雪天中仍開了篷的跑車高速駛來……那車子的

司機是一個剛考到車牌的十六歲少年，那時他

只顧和車上的女孩子聊天，完全看不見我的車

子……車子快要撞上來，我唯一的反應便是祈

禱，求神幫助……！最後……那少年司機忽然

驚醒過來，立刻扭轉駕駛盤。結果他的跑車車

尾撞到我的車尾，兩車的保險槓都撞壞了。倘

若當時他沒有「驚醒」過來，後果實在不堪設

想！這事雖然帶給我不少麻煩，但也令我深深

體會到在危機中能立刻駁通「天上的熱線」，

求施恩的神看顧幫助！

人生裡有很多危機，很容易就反映出我們心

中覺得最重要的是甚麼……然而，我們可向神

傾訴，因為神會用意想不到的方法來幫助我

們……當尼希米祈禱後，他說出他的期望：第

一，他向王請假……第二，他請求聖旨……第

三，他再向王求……為他提供建築材料。這是

相當進取的請求，竟然亦得到王允准。

……每一個曾經歷危機而又投靠神的人，都會

有相同的體會：在危機中神實在幫助了我……

經歷過的人，心裡都會明白，是神的手在背後

介入才可能成事。

二、解決長期的危機
在這一章中，我們除了看到尼希米怎樣面對突

如其來的危機，還可以看到他怎樣解決一些長

期的危機。第9至20節說，當尼希米返回耶路

撒冷察看城牆後，他對以色列人的領袖和百姓

說：「我們所遭的難，耶路撒冷怎樣荒涼，城門
被火焚燒，你們都看見了。來吧，我們重建耶路
撒冷的城牆，免得再受凌辱！」（二17）……當

時以色列人雖然看見自己所遭遇的患難，但卻

沒有甚麼解決問題的行動……。

這群領袖……雖然在回歸故國、重建聖城的事

上，並非沒有努力過，但他們……被人制止了，

他們便只好認命，無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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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明白到他的使命；他靠著神的幫

助，呼籲以色列民起來重建耶路撒冷城牆……

當……重建城牆而被禁止……以色列人便從此

認命，無奈地接受一切，這才是……最大的危

機……尼希米和這些人……不同的是，他知道

神施恩的手幫助他……尼希米如何面對挑戰？

這裡有四個重點。

第一，請看第11節。尼希米……所走的路程……

很可能要用上數月才能到達。因此，尼希米

回到耶路撒冷後第一件事，是在那裡住了三
日……。如何處理一些長時期的危機？原來尼

希米和以斯拉都讓我們看見，首要的是安靜休

息，作好部署，而非立刻行動……尼希米沒有

急於開展他的工作……當他經過長途的旅行，

到埗後他先安靜下來，讓身心靈恢復。

第二，第12至16節記述尼希米視察環境，他先

帶幾個人去，而且在暗中進行，因為當時有仇

敵監視……他將整個耶路撒冷城牆視察一次，

因此他能非常細心地製訂整個耶路撒冷城牆

的重建計劃，仔細地作出準備。要做大事，計

劃周詳是必須的，不能說因有神施恩的手幫

助，便袖手旁觀……我們要作好各方面的準

備，以配合神的引導。

第三，第17至18節記載他將異象跟以色列人的

領袖分享……尼希米令以色列民整體看到重建

城牆的需要……他向民眾說是神施恩幫助他，

讓百姓整體得到鼓勵，願意起來一同參與重建

工作。

第四，透過第19至20節的描述，我們看見一個

原則，就是雖然有神施恩的手，但困難不會立

時消失……

III. 總結

尼希米時代以色列人面對的處境，令我想起一

節聖經：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
並且反對的人也多（林前十六9）。雖然他們有

很多機會，所做的工作也有很好的果效，但反

對的力量也多。尼希米看見神帶領他們，看見

百姓得到激勵，但尼希米記並沒有隱瞞負面

的事實；有神施恩的手幫助，不代表能事事順

利……但每一次尼希米都能靠神跨越，將危機

變作轉機；一些看似無法改變的狀況，藉著禱

告都可以改變，在常人看來極大的危機，以及沒

辦法扭轉的情況中，重新活現神豐盛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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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聖經只是在查經時才翻閱的文字，如果音樂、戲劇、電影只是「屬世」 
的娛樂，那我們是活在一個兩極化的世界，不能以「屬靈」的角度活在俗世
之中。願借一角園地，掬一瓢清泉，烹茶煮字，穿插古人時俊，論古道今，不
亦快哉？

於收費電視上影的「龍之家族」（House of the Dragon），是「權力遊戲」 
（Game of Thrones）的前傳。後者被封為「神劇」，情節奇詭莫測，埸面壯

麗震撼，刺激眼球感官。相較之下，如今推出的前傳好像「洗盡鉛華」，少了

很多血腥和暴露的埸面，將情節集中在「宮鬥」之中。

坦格利安家族是馴龍家族，可以馭龍而飛。一龍在天，可抵千軍萬馬，口吐

烈焰猶如戰機轟炸，一般軍隊根本難以抵禦，所以建立了穩固的皇朝，歷百

年而未衰。然而，跟所有皇朝一樣，「繼承人」的問題總是導火線，令戰火為

心滿足 ，
    知榮辱 
廖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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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觸即發。坦格利安家族一向傳男不傳女，

但現任國王韋賽里斯一世在第一任妻子死後，

卻一反先例，立長女雷妮絲公主為繼任人，埋

下了家族因爭奪皇位而互相殘殺的種子，跟中

國歷史上很多王子爭位的戲碼互相輝映。

我不是寫劇評，也不想「劇透」，所以有關「龍

之家族」的劇情就此打住。我卻在想，「權力」

的誘惑千古不變、中外皆然。且看人類的第一

宗罪，豈不就是始祖想「如神能知道善惡」（創

三5）嗎？「能知道善惡」是一種能力，也是一

個權力。當時上帝已經賜人管理地上萬物的權

柄，這已是普天下權柄的頂峰，但人還是不滿

足，還是想「多要一點」。

貪婪可說是欲望之始。想那「從天墜落」的「明
亮之星，早晨之子」（賽十四12），雖然「無所
不備，智慧充足，全然美麗」，又是「那受膏遮
掩約櫃的基路伯……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
全」（結二十八12、14-15），可是，他心裡說： 

「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
以上；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至上者同等」（賽

十四13-14）。

以上以賽亞書和以西結書的經文，大多數解

經家都認為是對撒但的描述。他的墮落，是因 
「心中高傲、敗壞智慧」（結二十八17）。從此，

他成了「說謊之人的父」（約八44），以謊言騙

得亞當、夏娃吃了禁果，罪便由此進入世界（羅

五12）。

不滿足，人就會貪婪，就會不敬虔，就會引起嫉

妒紛爭。

所羅門得神賜智慧、尊榮、富足，舉世無雙，可

是他在擁有一切之後，卻「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惡的事，不效法他父親大衛專心順從耶和華」 

（王上十一6），結果他死後王國分裂，神要將

賜給他的從他子孫身上奪回。

可拉是利未人，本來被選中在會幕中事奉，可

算有尊貴的職事。但是他嫉妒摩西的權柄，於

是連同「以色列會中的二百五十個首領……一
同起來，聚集攻擊摩西、亞倫，說：『你們擅自
專權！全會眾個個既是聖潔，耶和華也在他
們中間，你們為甚麼自高，超過耶和華的會眾
呢？』」（民十六2-3）。他的話酸葡萄味道甚

濃，言下之意是「我可拉不會比你摩西差，為何

你可以有權柄作以色列眾人之首，我卻要聽命

於你？」他們的嫉妒，令他們連家人和一切財

物都被「活活地墜落陰間」（民十六30-32）。

聖經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提前六10），十

誡也吩咐我們「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
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出二十17；另參申五21）。所以，「敬虔加上
知足的心便是大利……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提前六6、8），「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
來，也不能帶甚麼去」（提前六7）。

心能滿足，自能存榮去辱；安貧樂富，必常喜樂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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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弟兄姊妹繼續為我們禱告，好使賜恩的神，在我們的缺乏上，顯出額外的恩惠。

盼望弟兄姊妹繼續透過禱告及/或奉獻支持我們：
1.	郵寄支票至本社，支票抬頭「明道社有限公司」或「Ming	Dao	Press	Ltd.」；或
2.	將奉獻直接存入本社滙豐銀行賬戶（賬號：502-393523-838），收據正本可
郵寄、WhatsApp（9758-7056）或傳真（3013	9501）至本社；或

3.	轉數快FPS	ID：6729057；或
4.	PayPal：paypal.me/mingdaopress；或
5.	以信用咭方式奉獻，詳情可致電2986	9968查詢；或
6.	網上奉獻者請登入「網上奉獻封網頁」：	
	 http://www.mingdaopress.org/v2/html/main_support_index.php
	 填妥「網上奉獻封」後，請電郵至donation@mingdaopress.org	，謝謝。

財
政
報
告

2022年7至9月經常費
＊

＊ 以「權責發生制」（Accrual Basis）為基礎 註：以上賬目未經會計師核實

收入 HKD 支出 HKD
個人／團體奉獻 1,056,038.90 薪津／保險 721,706.70 

書刊銷售 188,751.22 行政辦公室常費 221,890.07 

課程收入 4,360.00 書刊出版 55,136.67 

其他 53,225.23 課程支出 67,346.00 

折舊 18,977.91 

總收入 1,302,375.35 總支出 1,085,057.35 

盈餘 217,318.00

由2022年7月起至今累積盈餘HKD217,318.00

財政
報告

1. 感恩10至12月學季，精讀團契在7區恢復實

體運作。請記念當中好些安排和運作需要

重新協調及籌劃。

2. 求主保守精讀團契的事工，預備合適的講

師，以及更多信徒能參與、得著造就。

3. 感謝神讓我們在新財政年度第一季（7-9
月）有盈餘，祈求神繼續供應及保守明道社

各樣事工，有效地服事眾教會和聖徒。

4. 12月12至21日明道社舉辦特價推廣，盼能

推動信徒多閱讀研經和屬靈書籍。敬請大

家親臨本社辦公室支持，並

向親友廣傳這消息。

5. 感恩部分「明道研經叢書」已可在Logos電

子書平台購買得到。

6. 請記念正在編輯的《詩篇四十二~七十二

篇》和《箴言（上）》，以及「新視野系列」 
的《創世記二十五~三十六章》。盼望明年

陸續出版。亦求主保守現正為我們寫作書

籍的作者，盼能順利按時完成。

7. 求主賜合適的作者，讓「明道研經叢書」能

盡快完成66卷經卷。

感恩
代禱

感恩/代禱

董事	馮耀榮（主席兼義務執行董事）、陳瑞盛（司庫）、吳兆基、辛惠蘭、高銘謙、孫德基 ／榮譽社長	鄺炳釗 ／社長	李炳權 ／編輯	廖惠堂 ／

辦事處 辦公時間 8:30am-12:30pm，1:30-5:30pm ／電話（852）2986 9968 ／傳真（852）3013 9501 ／電郵 info@mingdaopress.org ／

網址	www.mingdaopress.org ／地址	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與本社聯絡 明道社

奉獻方式
詳情：
https://bit.ly/
MDP_Do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