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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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節）

通訊

時 代信息 叢書系列
幫助弟兄姊妹「明道」而「行道」，是明道社的宗旨。我們的「明
道研經叢書」，專為牧者、傳道人、神學生，及資深信徒深入明白
聖經而設，而「時代信息叢書」則著重於生活的應用。
今期通訊，我們會重點推介郭文池牧師為「時代信息叢書」所著
新書《行在地上的福音：馬可福音講道集》，
也會 介 紹梁 家 麟 牧 師、蘇 穎睿 牧 師及
蕭壽華牧師的作品，讓大家更了解這個
系列，在「行道」方面有更多啟發。

郭文池牧師
「時代信息叢書」推介
《行在地上的福音：馬可福音講道集》簡介
《行在地上的福音》，輯錄了郭文池牧師近年在中國基督教播道會迦南道真
堂的講道信息。郭牧師用了42個星期，將馬可福音從頭到尾以釋經講道的形
式詳細講解，每次都有一些扎心的提醒，對安於現狀、不想改變的信徒，提
出很多踐行真理的挑戰。
郭牧師「選擇以福音書向信徒宣講，是認定重申主耶穌的福音，對我們面對
現今世代挑戰的重要性。主耶穌在面對靈界的對抗、世人的需要、當權者的
壓迫，甚至大自然的風浪，都滿有生命力地回應這些處境。此外，祂一直訓
練門徒從靠著血氣的老我，變成能到處帶着權柄去宣講天國福音的使者。因
此，福音書並不是『離地』的福音，而是『行在地上的福音』」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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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象的人生：從尼希米記看建造生命的工程》
「這實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時刻。當王問尼希米想怎樣，他的選擇會帶
來個人和國家完全不同的命運。而尼希米的反應，是從地上的君王立刻轉向
天上的君王。他由波斯帝國的君王面前，立刻轉向天上無所不能的神面前，
頃刻之間，就完成了這『轉換』的過程。」
（P.32；第二章：危機與轉機）
郭牧師說：「在觀察神在歷世歷代的作為時，筆者得出一個結論，就是神在
每一個時代工作以先，都必定先揀選合適的人選，然後才開始祂的奇妙作
為……在尼希米記中，我們會看到這個屬靈原則，就是神為以色列人先興
起尼希米，然後在他卓越的領導下，他帶領以色列人奮力完成神自己給他們
的託付，打了一場美好的屬靈勝仗，因尼希米的異象及熱心，整個以色列民
族得蒙保守，親身經歷了神奇妙的作為。」
（自序）
尼希米記讓我們看見一位常常禱告神、有行政管理恩賜的領袖。郭牧師讓
我們從尼希米記中看見，領袖要有從神而來的異象，要與神有親密的關係，
更要做事決斷、賞罰分明。但願此書能為你帶來異象的人生，讓你也成為建
造別人生命的人。

《逆境奏樂歌：從腓立比書看快樂滿足的祕訣》
「人生確有許多不如意的地方，基督徒跟世人有不同的原則和信念，他們的
人生就更加艱難了。因此有人不禁問，做基督徒快樂嗎？人信了耶穌，本該
快樂一點的，但往往『知易行難』，總是有心無力，身心皆疲。」
（P.112；第
七章：得著基督之義的喜樂人）
郭牧師說：「腓立比書是作者保羅坐牢期間，可能面對殉道的情況下寫成
的，收信人腓立比教會，也正為他們的教牧領袖保羅及同工以巴弗提的困
苦而憂心。遇到這樣的逆境，保羅在腓立比書卻傳達了喜樂的信息，他從
嶄新的角度來看人生，就是基督徒不論在哪種環境，都要因福音而喜樂。
在腓立比書，保羅親自展示了那為福音受苦而有的喜樂，也勉勵腓立比教
會要同心合意因興旺福音而喜樂。」
（P.2；引言）
在可能即將殉道的時候，保羅仍然坦然面對，並且說：「我知道怎樣處卑

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
都得了秘訣」（腓四12）。因為他「靠著那加給（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腓四13）。所以，他能夠在逆境中保持快樂的心境。這是此書的一個重要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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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穎睿牧師
「時代信息叢書」推介
《苦罪之謎：約伯記信息》
「舊約的約伯記是一本討論苦難課題的書卷。故事講到一個正直的有錢人，
一下子失去所有子女、家財、尊嚴、健康。霎時間甚麼都沒有了！整本書環
繞著三個字：『為甚麼』。為甚麼人生有苦難？為甚麼好人不得好報？為甚
麼神會如此對待一個敬虔的人，叫他受如此的災害？……整本書以一個戲
劇及詩歌的體裁把主題演繹出來，無論在神學上在文學上均價值甚高。」
〔P.6；第一章：得了甚麼，失了甚麼？（伯一1～22）〕
蘇牧師說：「不少人信教都是因為想蒙福，想得享順利平安。如果那個神不
能賜福他們，反而叫他們受苦，他們就自然不會信祂。」〔P.562；第三十三
章：賞賜來自耶和華（伯四十二7～17）〕
蘇穎睿牧師以自己媳婦生子時喪命為例子，講出生命無常，就像約伯一樣，
好人也未必能一帆風順，無災無難。既然苦難是難免之事，我們要怎樣去面
對呢？看完本書之後，相信你會有更深的理解。

《生之盼：傳道書信息》
「可以說，日光之下的人生觀，要是沒有神，結果只會浮生若夢。神卻是永恆
的，祂早已存在，將來也在。一個有意義的人生，首要條件就是接受神在我
們生命的主權，而且是絕對的主權。」〔P.163；第九章：浮生若夢，為歡幾
何？（傳六1～12）〕
蘇牧師說：「真的，做人真不簡單，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做人有何意義！
傳道書是一本討論人生的好書，所羅門王以過來者的身分，論述人生的
意義，內容極富啟發性，兼且趣味盎然，勸勉我們必須認真面對人生的問
題，要活得精彩，免得糊裡糊塗白過一生！」
（自序）
傳道書和箴言都是「勸世之言」，讓人從中思索人生的意義，以及有神和無
神生活的對比。「日光之下」是可以找到新意義的，只要我們連結於生命之
主，虛空可以變為實在，你的人生便會有盼望。

72期 2022年2月 明道書訊

[03]

梁家麟牧師
「時代信息叢書」推介

蕭壽華牧師
「時代信息叢書」推介
《基督門徒的生命與生活：從馬太福音看信心生活》

《人間智慧：從箴言看如何活出信仰》
「耶和華不使義人受飢餓；惡人所欲的，他必推開（3節）。這句延續上一個信息，就是鼓勵人按
公義行事，做義人而非惡人。不過，父母為這個信息注入信仰的意義：上帝喜悅義人而憎惡惡
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凡是按照上帝的公義準則生活的，上帝不會使他們餓死，但上帝不會
聆聽惡人的祈禱。」
〔P.139；第九章：賺錢與說話（箴十1～14）〕
梁牧師說：「箴言是人生的智慧，教導人如何過有智慧的生活，因此必然有相當的功利主義和
實用主義成分，諸如提醒人趨吉避凶、避免口舌招尤、減少錯誤投資等。雖然它的總方向是要
求人敬畏上帝，遵行上帝的訓誨，但它的道德和宗教陳義卻不會很高，至少不像先知書或新約
使徒書信般高。它教導人如何過平安與幸福的生活，而不是教人捨棄平安和幸福來追求更高
的道德和靈性的理想；它教導人如何得之有道—符合上帝的道，卻不是教人為求道而犧牲所
得。」
〔P.5；導論〕
小時候常聽到的一句話，是「讀書是學做人」。其實我們讀聖經也是學做人—學做敬虔的人、
有智慧的人。看完這本書，希望我們更能成為活出信仰、活出見證的人。

「我們內心有很多憤恨、積怨、苦澀，不容易放下。要知道饒恕不是情感而是
意志的抉擇。儘管情緒未能平伏，只要願意順從神的吩咐，選擇饒恕，神自
然會幫助我們的情緒慢慢平伏下來，得著祂所賜的恩惠。相信神掌管萬事
萬物，不會虧待我們，會保守我們不會失去祂所賜的福分，就能夠饒恕。」
〔P.138；第十一章：從憐憫到饒恕（太十八21～35）〕
蕭牧師說：「馬太福音聚焦的是耶穌基督是彌賽亞，是領人進入『天國』的
掌權者。馬太記載耶穌的家譜、祂的教訓、行事為人，並祂的生命如何處處成全舊約預言，這一
切都是為了證明耶穌就是彌賽亞基督，成全神拯救子民的計劃。馬太同時強調彌賽亞掌權，特
別以『天國』……來闡述基督王權如何在天地間彰顯，以及天國子民應有的生活表現—勝過
邪惡，活出與罪惡權勢下的世界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態。」
〔P.6；導論〕
馬太福音是新約聖經第一卷書。第一章的家譜讓我們看見耶穌基督是君王的後裔，也是神應許
的彌賽亞。這一位為我們成就救恩、帶領我們進入天國的基督，祂的所言所行都是我們生命的
指引。細讀馬太福音，踐行耶穌的話，你會成為更好的天國子民。

《人間信仰：從約拿書看如何活出信仰》

《想念基督：從路加福音看敬虔生命》

「斯人獨憔悴，眾人皆喜我獨悲，尼尼微全城人的悔改，上帝對他們的寬赦，本
來都是好事情，但對約拿來說，卻是大大的壞事。這事約拿大大不悅，且甚發怒
（四1）。大大不悅直譯為『惡事、大惡事』；且甚發怒可譯作『怒火如焚』。約
拿不僅在主觀的感受上不喜歡此事，更是在價值上判定此事為惡事—至少
是對他而言的惡事，此事令他大受傷害……當上帝視尼尼微人的悔改為善時，
約拿卻視為最大的惡。」
〔P.342；第四章：順恩典而行（四1～11）〕

「耶穌時代，律法師就安息日不許工作定下了許多規條……他們守這些規
條，目的是要證明自己比別人強，當然其實他們有方法可以避開這些規
條。所以耶穌指摘他們將難擔的擔子加在別人身上。簡單來說，律法師的
問題就是「自以為義」，覺得自己比別人更義更強。」
〔P.179；第十六章：敬
虔生命是無懼受害、誠實勸誡（路十一37～54）〕

梁牧師說：「雖說約拿書在文體上與其他先知書有所不同，但全書所涉及的主題，卻與傳統先知
書的一個主題相同：便是上帝與各民族的關係……約拿書傳遞的不是上帝必要刑罰尼尼微，而是
尼尼微因他們的悔改歸回而蒙上帝寬赦；並且他們悔改的契機，乃在於上帝主動給予悔改機會，
還派遣先知到他們那裡示警。因此，本書的第一個信息是，上帝為列邦的主，祂愛惜所有民族。」
〔P.25；導論〕
約拿可說是一位很有「性格」的先知，連神也不賣帳。他愛恨分明，像小孩子般純真，也天真任性。
神對先知的「出位」言行沒有苛責，而是以不同的歷練和「實物教材」來讓先知成長，使他更明白
神的心意。「如何活出信仰」，是梁牧師希望藉著約拿書讓我們學習的功課，但願我們能在「人間」
活出「天上」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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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牧師說：「路加福音特別側重耶穌的復活、升天、得尊榮。全書多處可
見作者將榮耀歸予神，如癱子得醫治後，他和眾人一起將榮耀歸予神（五
25～26）。再者，書中的四篇頌詞是路加福音獨有的……加上多處稱頌耶
穌拯救及醫治大能的讚美之聲，榮耀歸神成為本書的主要旋律。」〔P.5；
導論〕
耶穌基督為我們示範了何謂「敬虔」。祂以「人子」的身分活在世間，既成
全律法，也挑戰法利賽人的假冒為善。路加福音是路加醫生經過「詳細考
察」、按時序寫出來的福音書，好讓我們「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路
一3～4）。而蕭牧師的《想念基督：從路加福音看敬虔生命》，是讓我們想
念基督、學習「敬虔」的好書。

72期 2022年2月 明道書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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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
心聲
以下三本書是本人為蘇穎智牧師所編：

《異端辦惑》

《希伯來書研讀》

《基要真理》

我本人

兩夫婦

一家人

廖惠堂
中學時期受老師影響，愛看書、寫作，自以為中
文水平了不起。中學畢業後想寫小說，誰知竟
無從下筆，原來缺少生活的歷練，不要說好作
品，連一般的作品也是寫不出來的。
之後到美國移民十年，完成了大學課程，但寫
作夢未滅。於是再次連根拔起回到香港，想到
中大或港大進修中文。然而，由於學士課
程念的不是中文，所以報考了幾年都不
獲錄取。最後終於在城市大學取得翻譯
碩士，算是圓了半個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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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基督教機構的文字服事，始於1996年。當
時團契女導師由於無暇完成太多外判翻譯工
作，於是介紹我為一家基督教機構作自由翻譯
員。約一年後，我到該機構全職工作，翻譯一
些培訓教材。自此，我到過不同機構任職與文
字服事有關的工作，近年也認識了一些有志用
文字服事神的同道中人。
文字工作有苦有樂，但無論是翻譯出來的教
材，是編寫的機構刊物，是編輯的神學或聖經
書籍，都像是自己生出來的孩子，雖然未臻完

善，但總希望能對人有幫助，能榮耀主名。這
是推動我繼續文字事奉的動力之一。
之前六年我在聯宇聖經學院事奉，同樣是由李
炳權社長邀請加入，和他是「老拍檔」了。在明
道社不覺已經半年，第一本編輯的書《行在地
上的福音：馬可福音講道集》亦已出版。願神
繼續使用我，藉著祂所賜的恩賜和恩典，讓更
多主內肢體得造就、明真理、行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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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April
2022 年 4 - 6 月
June

「歸納式查經法」
（OIA）講座
李炳權

實 體 課 程•只 供 本 地 信 徒 參 加

日期：5月22日、5月29日
時間：主日3:00-6:00 pm
地點：播道會同福堂九龍東堂

彼得前書

約書亞記（一）

陳智文

鍾永安

日期：5月23日至6月27日
時間：週一晚 7:30-9:30 pm
地點：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日期：4月19日至6月14日（5月24日放假）
時間：週二晚 7:30-9:30 pm
地點：同福堂九龍東堂

那鴻書、哈巴谷書、
西番雅書

加拉太書

李錦棠

陳智文

張穎新

日期：4月21日至6月9日（5月19日放假）
時間：週四早10:00 am -12:00 nn
地點：第一城浸信會

日期：4月27日至6月15日
（5月18日放假）
時間：週三晚 7:30-9:30 pm
地點：宣道會北角堂

日期：4月26日至6月14日（5月24日放假）
時間：週二早 10:00 am -12:00 nn
地點：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哈該書、瑪拉基書
明道精讀團契
網上報名及簡介

何西亞書

哈該書、瑪拉基書

蒙日昇

李錦棠

日期：4月21日至6月23日（5月26日放假）
時間：週四晚 7:30-9:30 pm
地點：旺角浸信會

日期：4月26日至6月14日（5月24日放假）
時間：週二晚 7:30-9:30 pm
地點：荃灣浸信會

上課形式
留意日後公佈

腓立比書
李炳權

原定1-2月舉行的聚會已改期，請
留意日後經網頁、Facebook及
電子通訊平台的公佈！
查經組長訓練班
明道作者講座
① 彌迦書—周永健牧師
② 馬可福音—郭文池牧師

日期：4月22日至6月10日（6月3日放假）
時間：週五早10:00 am -12:00 nn
地點：宣道會北角堂真理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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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摘錄

4-6月

加拉太書

約拿書、路得記

陳智文

李錦棠

逢週二
日期：4月19日至6月14日
（5月17日放假）

逢週四
日期：4月21日至6月16日
（5月19日放假）

網上進行
只供海外信徒參加

時代信息叢書

《行在地上的福音：馬可福音講道集》選讀
作者：郭文池
編按：耶穌騎驢進入耶路撒冷，與敬拜有什麼關係？郭文池牧師從一個新
角度看馬可福音第十一章，讓我們重新思想自己到教會崇拜時，到底是進
行一些宗教活動，還是對主發出由衷的敬拜，並與祂密切相交。

第三十一講：全人投入的敬拜（十一1～11）

電子書快訊

明道
書訊

簡體電子書
明道研經叢書
周永健：《彌迦書：有何神像耶和華？》

引言
……你上一次覺得自己能全情投入敬拜是甚
麼時候？還記得嗎？可能大部分人會覺得自己
其實一直都很難投入敬拜，所以想不起上一次
投入敬拜是甚麼時候。如果你是其中之一，那
看看這段經文能否為你帶來一些新的反思、提
醒，和幫助。

信息內容

新書掠影
時代信息叢書
《行在地上的福音：馬可福音講道集》 作者：郭文池
作者簡介：
郭文池，播道神學院院長，
美國三一神學院道學碩士
及哲學博士（主修系統神
學）。曾於中國基督教播道
會 油麻地道真堂（後改名
迦南道真堂）擔任 傳道及
主任 牧師；並曾三次擔 任
港九培靈研經會講員。著有
《誰是我王？》、《異象的
人生》、《逆境奏樂歌》、
《 系 統 神 學：聖 經 論》、
《 系 統 神 學：救 恩 論》、
《一切從祈禱開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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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推薦：
用文筆流暢、釋經精鍊、深入淺出、重點鮮明來形容本書的獨
特而精湛之處，可謂恰到好處。讀者在眨眼之間，就能夠掌握
經文的基要信息，以及找到應用的實例，可謂一步到位。
播道會播道書院道真堂主任牧師 陳培明牧師
每篇講章可說是「釋經講道」的剪影。讀本書不單細聽牧者的
叮嚀，更可說是信徒生命一趟沉思重整之旅，值得每個基督
徒細讀。
播道會道真堂主任牧師 易志江牧師
不論是應用性強的釋經講章，或是艱深的神學論述，字裡行間
處處流露出牧者的心腸及學者的風範。每篇文章言簡意賅，發
人深省。
播道會茵怡堂堂主任 鄧國承先生

明道講堂及明道書訊 72期 2022年2月

一、敬拜的準備（十一1～7）
……我們嘗試從崇拜的角度來看十一章1至7
節。第1節敘述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來
到橄欖山的兩個村莊，伯法其和伯大尼……耶
穌知道會得到民眾的歡呼，所以祂先做一些準
備。
祂打發兩個門徒前去一個村莊，將一匹驢駒牽
來……
門徒不僅將驢駒牽來，還把最寶貴的東西放在
上面，目的是讓耶穌騎上。耶穌騎上驢駒就可
以進城，這是我們事奉神的人必要有的心態。
我們事奉，就像把我們僅有的外衣奉上，目的
是耶穌可以坐上去—被高舉……

二、敬拜的意義（十一8～11）
……請問你這個星期有否遇到困難？靈性是否
停滯不前？是否擔心你的健康？對前途是否有
掙扎？還是先暫時忘記，甚麼都不管，甚麼都
不想，先來崇拜？

崇拜的意義和目的，在於你的生命實實在在與
神相遇。如果你參加崇拜，只完成唱詩、聽道、
奉獻等程序，生命卻沒有被觸動，那就不是崇
拜，只是宗教儀式，你還沒有朝見神。若你沒
有在現實生命中與神相遇，那就不是崇拜……
弟兄姊妹，全人投 入的敬 拜，一定要從心開
始。你是否預備好自己朝見神呢？

總結
上星期有人帶我到一個地方……我在那裡培
訓100多位傳道人。那是一所公開的教會……
總共有4 萬多 位信 徒由這10 0 多 位傳道 人牧
養……
我問教會的牧師，有甚麼祕訣令教會增長這麼
迅速呢？他說並沒有祕訣，只是他們的教會有
獨一無二的特徵，就是一週7天晚上都有聚會，
即使沒有人講道，會友也會自己讀經、唱詩、祈
禱，彼此建立……
這樣的安排當然跟教會的情況很有關係，但
我看到的原則是，他們……看到自己有這個需
要……所以就很珍惜崇 拜。請問你來參加崇
拜，是懷著甚麼心態呢？你是否把你的經歷與
崇拜分割？我鼓勵你把自己的困難帶到神面
前，讓祂與你相遇，改變你的生命。這樣，崇拜
於你，以至崇拜本身才有真正的意義……
「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
上和撒那！」到今天，祂還是那位拯救者，希
望你能從禱告中經 歷祂帶領你、建造你的生
命。
72期 2022年2月 新書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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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
推介

講師
心聲

精讀團契客席講師
Henry鍾永安傳道

明道研經叢書

《歌羅西書：尊主基督為主》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堂傳道人
播道神學院道學碩士

作者：梁美心（播道神學院聖經科副教授）
撰文：鄧廣智Leo

我自中學返教會，大學讀電子工程，然後去讀
神學，2016年神學畢業。現時在基督教聖約教
會堅樂堂全職牧會，牧養青少年和成人。
我是在中七的一個營會蒙召，那時播放了一套
福音電影〈耶穌在中國〉，上帝便問我：「你願
意為我做福音工作嗎？」半年後冬令會的金句：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

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
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就賜給你

們」（約十五16），成為我蒙召的確據，亦成為
我的座右銘。大學到內地交流，有幸認識到教
我普通話的同學，更加引證了神一步一步的帶
領，為我的事奉開路。
我很喜歡講道和教導聖經，希望信徒能明白真
理，並切身應用。明道社的使命是使人明道、
行道，我十分認同。今次得到明道社李社長邀
請，在明道精讀團契教授約書亞記，心中十分
感恩。約書亞記是敍事文體，比五經少規範，
較多有趣的故事。這卷書承接摩西時代，帶出
接棒的信息，與現今教會青年斷層、移民潮後
教牧流失的處境非常呼應。對於年青一代，面
對變幻的未來做甚麼決定？我希望約書亞記能
指引他們如何跟從基督，立定心志必定事奉耶
和華。對於資深的教會領袖，如何
能做好榜樣，緊緊追隨上帝，讓下
一代看到生命的見證？約書亞記
在傳承使命上就有很好的教導。

近年坊間出版了不少歌羅西書的註釋書，「明
道研經叢書」的《歌羅西書：尊主基督為主》
的特色，是深淺適中及用途廣泛。全書340頁，
導論佔1/10，討論到作者、成書地點、收信人、
神學等，長 短 適中而又有充分討 論。神學 部
分指出：「在歌羅西書中，保羅肯定基督的神
性……惟有基督，也只需基督，足以使人得到
屬靈的豐盛」
（頁29），是很精彩的總論。
梁美心博士將歌羅西書分為9部分，按明道研經
叢書的五段格式仔細分析。經文分析方面，作者
歸納前人的功夫很充分，亦能帶出自己的看法，
例如第四部分主題：「超越萬有的基督」
（西一
15～23）。第15至20節分為兩個段落：第15至
18a節，保羅說明基督在創造中的地位；第18b
至20節，說明基督在救贖中的地位。對這樣的
劃分，她提出有三個原因（詳見頁111～113），
當中處理分析合宜，對研讀者有莫大幫助。

我想對精讀學員說，基督教信仰就
是建基於聖經，無論在任何年代，
聖經都是歷久常新。十分期待在
精讀團契與大家相遇，一同學習！

研經本及研習本

每部分的經文重點都到位，例如第四部分重點
有三：（一）萬有都是藉著基督被造，所以祂超
越一切被造之物；（二）父神藉著基督成就救
贖，使萬有與祂和好；（三）信徒接受了基督的
福音，就要持守信仰。這三點是很好的經文總
結，讓讀者在閱讀經文解釋後，容易把握經文
重點。
「明道研經叢書」最大特色之一，是附送一本研
習本，供個人或小組查經使用。歌羅西書研習
本作者曾培銘博士，結合多年教學經驗撰寫這
研習本，使用歸納式研經法進路，每課以2至3
個循環進行。例如第二課有16條題目，分三個
「觀察」、「解釋」、「應用」討論循環，每循環
大約15至20分鐘，非常適合小組1小時左右的
查經討論使用。
查經組長自己預先做完該課後，可以參考研經
本的經文分析及重點去反思經文。這樣，在小
組討論時就可以有充分把握，與組員一同深入
討論經文而不失去方向，並且能按研經本的重
點，作出該課的查經總結。至於主日學老師，
若在預備教材時參考研經本，也能讓學員投入
課堂討論。所以本書非常適合個人研習、小組
查經，甚至主日學使用，實為一用途廣泛、深入
淺出之佳作。

與太太及兒子攝於大埔農莊
與兒子攝於大埔農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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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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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
花絮

明道作者講座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九龍東堂‧明道社

尊 崇 基督主權 的 群體
歌羅西書今讀
梁美心博士
2021年1月

講座前的座談會

讓我們來重温一下講座的精要（原刊在明道社Facebook）：

尊 崇 基督主權 的 群體
歌羅西書今讀
讀經、祈禱、靈修、返教會崇拜、返團契……做
齊就等於「屬靈」？屬靈生命的成長指標從來
不是一個to-do list，而是看我們的生命是否符
合基督標準。我們得著豐盛的內在屬靈生命
嗎？這視乎我們的人生焦點是否對準耶穌基
督。

梁博士主講講座

梁美心博士帶我們綜覽歌羅西書，從假教師教
導說起，引入崇高基督論，再具體說明信仰群
體的特徵。當時假教師傳揚的假教導都有一個
特質，就是不聚焦在耶穌基督身上，不以耶穌
為中心，更甚將人帶離耶穌基督，不再「唯獨基
督」。
保羅在歌羅西書花大量篇幅論述主基督耶穌，
為要帶出「耶穌是主」。全書主旨經文：「你們
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二
6）當中「遵他而行」解作「在他裡面行事為
人」，「行事為人」在原文是「行路」的字眼，比
喻人生。信徒的全人生、生活所有範疇都由耶
穌作主、掌權、「話事」。既然耶穌是主，我們就
不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而是主耶穌的奴僕。
本書著名的基督詩章（一15 ～20）強調基督
是超越萬有的。基督詩章可分為兩段，第一段
（一15～18a）從創造角度入手，指出聖子是
不能看見之神的形像，在地位上超越一切被造
之物，因為萬物都是在祂裡面造的、藉著祂造

梁博士為讀者在著作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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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是為祂造的。人也不例外，我們的存在是
有其目的，就是為耶穌而活；我們的人生意義
和方向都應朝向耶穌基督，也惟有這樣，才能
得到真正的滿足和快樂。基督論調校我們的人
生方向，讓我們因而尋得人生的意義。
第二段（一18b～20）從救贖的角度來看，基督
配在萬有中居首位，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
在祂（基督）裡面居住。即是耶穌就是神，是全
宇宙No.1，是唯一的主角。父神也使萬有「與
自己和好」（一20《和修》），服在耶穌權柄之
下。
因此，我們 應將人生 焦 點對 準 基督，日常生
活、行事為人也應流露基督的美善。保羅勸勉
整個信仰群體要彰顯上帝5種品格：「存憐憫、
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三12），對應要
治死5種罪行：「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
婪」（三5）。當中「貪婪」背後的動機是不滿足
於自己所擁有的，就等同拜偶像一樣。我們又有
「貪」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嗎？
神並不只是想我們把人生某幾個重要決定交
給祂，祂希望我們把人生 所有層面都放手交
託，「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三
15）。就讓Christology（基督論）在我們的個
人、家庭、社會中作主，讓人得恩典、神得榮
耀。

左起：同福九龍東堂主任林偉俊牧師、明道社李炳權社長、
梁美心博士與明道社事工發展經理Doris

72期 2022年2月 明道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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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代禱

感恩/代禱

1. 因疫情肆虐，精讀團契繼續轉為網上進行，
求主保守各樣行政安排、老師的預備和學
員的參與。奉獻和書籍銷售亦因疫情的影
響而大減，請記念。

4. 感恩時代信息叢書《行
在地上的福音》已順利出版。求
主保守明道研經叢書《哈該書、瑪拉基書》
及《詩篇四十二～七十二篇》的編輯進展。

2. 原定1-2月舉行的查組組長訓練班及兩個作者
講座亦須延期，期望疫情好轉後，再作安排。

5. 求主為我們預備合適的作者，完成明道研
經叢書系列，特別是舊約經卷。求主賜力量
給現有作者，能在繁忙工作及生活裡，按時
完成寫作，造就基督肢體。

3. 疫情持續，下季4- 6月的課程能否實體進行
仍有待商榷，求主保守即將展開的籌備、協
調工作，讓學員能繼續享有美好的學習，與
主結連。

6. 助理編輯李芷晴姊妹2月底離職，求主賜福
她未來的工作，帶領她人生的方向，也求主
預備合適的人選填補空缺。

財政 報 告

財政
報告

＊

2021年10至12月經常費
收入

HKD

HKD

支出

個人／團體奉獻

484,906.42

薪津／保險

672,978.80

書刊銷售

380,077.21

行政辦公室常費

168,783.92

課程收入

0.00

書刊出版

150,120.46

1,103.46

課程支出

60,372.70

其他

21,152.13

折舊
總收入

866,087.09

總支出

1,073,408.01

不敷
由2021年7月起至今累積虧損HKD627,485.18
＊
以「權責發生制」
（Accrual Basis）為基礎

(207,320.92)
註：以上賬目未經會計師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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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豐銀行賬戶（賬號：502-393523-838），收據
正本可郵寄、WhatsApp（6220 1771）或傳真（3013 9501）至本社；或
3. 轉數快FPS ID：6729057；或
4. PayPal：paypal.me/mingdaopress；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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