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肇兆牧師
環球天道機構義務總裁

3月17至20日　美國

洛杉磯天道福音中心和書店於一年前開幕。這次適逢慶祝一週

年，我分別與顧問、區委員和同工開會，檢討過去並商討未來發展。

過去一年，洛杉磯店在萬事起頭難下，與三藩市母店配合，彼此互惠

互補，令雙方服務更進一步。加上洛杉磯店的新董事、新義工和新舊

同工全力擺上，我們看到神奇妙的帶領，在眾人關店而我們開店的情

況下，財政上竟沒有赤字，真是感恩。

3月21至23日　香港

我出席了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簡稱「傳基」）的董事會會議，和

異象分享籌款晚會。感謝主！傳基在義務香港總幹事麥基恩醫生帶領

下，一直拓展和更新事工。至今，基督教調解課程已辦了五屆，並為

學校的老師專門開課。刊於《明報》的「談天說道」福音專刊，也由

每週一天刊登，發展到每週五天見報。同時，心靈關懷講座已推廣至

澳加，服侍當地華人。傳基只有幾位全職同工，但在天道書樓（簡稱

「天道」）和環球聖經公會（簡稱「環聖」）的搭配下持續拓展新事

工，成為多人的祝福。

3月24至26日　馬來西亞

在環聖馬來西亞幹事浦瑞生牧師安排下，我分別在柔佛大學城

萬民長老教會，和古來優美城萬民基督教會，主領崇拜講道，主題是

「聖經翻譯，與我何干？」。感謝主！當地的教牧和會眾普遍對《聖

經新譯本》已有認識，今次向他們介紹《環球聖經譯本》，亦有很好

的回應。 

3月27至29日　新加坡

在環聖國際董事兼新加坡總幹事洪振賢長老帶領下，我再次拜訪

新加坡神學院院長，並與一眾環聖新加坡委員吃晚餐。期間，我報告

了環聖近況，並分享了天道和傳基的發展。基於香港的印刷和運輸成

本不斷增加，這次會議更決定：香港環聖授權新加坡環聖自行印刷一

些暢銷書籍，互為肢體達至雙贏。這是合一的重大突破，深信是榮神

益人的美事。

3月30至4月8日　馬來西亞

復活節期間，我再次回到馬來西

亞與浦牧師同工，分別在基督教長老會

救恩堂、基督教榮耀教會和新邦令金長

老會，作崇拜講道。當地的長老和執事輪流款

待，在各方面支持。隨後，我到了吉隆坡，先

後到馬來西亞禧福訓練學院和馬來西亞神學院拜訪，並與學院的師生

探討「聖經翻譯事工」的重要。在分享中，同學都積極回應；我們又

受到院長和老師的熱情接待。另外，我又順道主持了馬來西亞第一屆

中文「輔開思」婚前導引員訓練班，有 21位教牧獲得國際導引員證
書。今天，婚前輔導非常重要，教牧有見及此，自發成立小組分享心

得。離開前兩天，我在士毛月信義會生命堂，主領培靈會和主日講

道。這家教會歷史悠久，位處市集，每個主日都有數百人在教會門外

經過。在講道期間，聖靈大大動工，讓大家看到靈魂的寶貴，決志走

進人群廣傳福音。在整個馬來西亞的服侍旅程中，我們都提供現場書

攤服務；而且不只銷售環聖的聖經，在合一的大前提下，也大力推介

天道和傳基的產品，得到很好的回應。

4月9日　香港

主日晚上，我趕返香港後，翌

日早上就要在機構總部主持「輔開

思」婚前輔導工作坊，與十多位導

引員交流，探討如何在香港推動這事

工，我同時介紹了相關書籍。

 

「合一」是為了更好地服侍

w	洛杉磯天道福音中心和書店的董事、
	 顧問、區委員和義工

無可否認，全球出版業正面臨重大挑戰。如何改善經營效益、

擴大產品規模、增加服務範疇、提高工作效率、整合整體資源、降低

營運成本、靈活運用員工、加強行政管理、減少惡性競爭，已是大部

分出版社每天要處理的事項，我相信合併會是出路之一。當然，機構

合併後能否真正合一，不同機構文化的差異能否化解，管理改革能否

服眾，資本能否不斷增加，市場能否快速擴大，原掌權者能否放下身

段，這些都是要考慮的因素。

合併就好像結婚，不同的單位要彼此扶持、互相尊重、一起成

長，才能建立美滿家庭。我相信，「合併」和「合一」都是聖靈的工

作，過程中必須仰望神的帶領，方能成事。願主在這時代感動更多人

看見文字工作的重要，讓聖言仍能藉著文字媒介在各地廣傳，阿們。

感謝主！執筆時，我已完成一次來回四個國家的服侍之旅，身體

雖然疲累，但靈裡富足，充滿感恩。這次經歷讓我深深感受到環球天

道機構合一的好處，以及團隊事奉的果效。我相信，在出版業低迷的

境況下，機構合併可能是「起死回生」的方法之一，因為我看見了合

併後的初熟果子…… w	馬來西亞禧福訓練學院

w	馬來西亞神學院

w	「輔開思」婚前輔導導引員

環球天道機構董事：
 
姚冠尹長老（主席）、鄒挺群律師（副主席）、施熙禮長老（司庫）、劉群英姊妹（書記）
廖亞全校長、張戡雄先生、洪振賢長老、馬長生先生、劉彤牧師、聶錦勳博士、容保羅牧師
李耀全牧師、姚何佐恩女士、麥基恩醫生、范偉文先生、黃婉霜女士、陳肇兆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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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達民博士
《環球聖經譯本》主編

基督……第三天又照著聖經的記載復活了（林前 15:3~4，自譯）

耶穌的死和復活，應驗了舊約聖經（路 24:25~27、44~46），
這 是 保 羅 和 其 他 初 代 信 徒 領 袖 宣 講 的 重 點（ 徒 2:22~32，
13:26~41）。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1至 4節，只是簡要地提醒
讀者：基督的死和復活，是他從前傳給他們的福音裡最首要的信息。

保羅假定哥林多的收信人已很熟悉吻合基督復活的經文，無須詳細論

述。2 然而，由於保羅沒有明確指出哪些經文與基督復活有關，學者
對十五章 4節的翻譯和解釋，就有不同的看法。

「照著聖經的記載」這句，可用兩種方式來理解：（1）用以修
飾「第三天復活了」；（2）只是修飾「復活了」。上列的譯文保留
了解釋的彈性。

如果我們採納第二個看法，「第三天」就是附加說明，指出聖經

提到的基督復活在甚麼時候發生，解經者無須找出有哪些提到「第三

天」的經文來解釋十五章 4節。若是這樣，保羅在這裡想到的，大概
就是路加及其他新約作者引用來申明基督復活、但沒有提到第三天的

舊約經文（例如：詩 2:7，16:8~11，110:1；賽 55:3）。

然而，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3至 5節的信仰宣認，其結構較支持
第一個看法：十五章 3節的「照著聖經的記載」，修飾前面整個片
語「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十五章 4節與此呼應，「照著聖經的
記載」較可能也修飾前面整個片語「基督第三天復活了」。此外，路

加福音二十四章 46節提到耶穌說「經上這樣記著：基督必須受難，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表示「第三天」也是聖經記載的一部分；同

時，路加福音十八章 31至 33節也表示「第三天復活」是「眾先知記
載關於人子的一切」的內容。

採納第一個看法的解經者，對於哥

林多前書十五章 4節究竟反映哪些舊約經
文，並沒有共識。解經者通常提出的是何

西阿書六章 2節及約拿書一章 17節（其
他提出的經文包括：創 22:4，42:18；
出 19:16；利 23:10~11；書 2:22；王下
20:5；拉 8:32；斯 5:1；詩 16:10等）。

筆者認為，如果保羅在書寫哥林多

前書十五章 4節時想到甚麼特定的舊約經
文，那麼他想到的，很可能包括（但不限

基督
     第三天復活的

   舊約聖經背景
1

註：

1 本文節錄及改寫自何善斌、張達民：《天註•哥林多前書（卷下）》的相
關註釋，那裡對各種看法有更詳盡的論述和分析。

2 哥林多前書似乎假定收信者熟悉一些舊約事物和概念，無須解釋，例如：
逾越節、無酵餅（5:6~8）、安息日（16:2）、五旬節（16:8）、亞當的典
故（15:22、45）、「首先獻給神的」（15:20）等。

於）利未記二十三章 10至 11節：「要把你們收割的第一捆帶到祭司
那裡。他要在耶和華面前舉起這一捆，使你們蒙悅納；祭司要在那個

安息日的次日舉獻。」（《環譯》）

要理解利未記這段經文與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4節的關係，我們須
要處理幾個翻譯上的問題：

（1）「那個安息日」—此句的上文提到逾越節（利 23:5），
下文提到這安息日次日七個星期後的七七節（利 23:15~16；參民
28:26），即五旬節。所以，這裡在原文中帶冠詞的「安息日」，按
語境應是指逾越節的那個安息日。基督在逾越節安息日的預備日（星

期五）受死，這安息日的次日（星期日）舉獻頭捆那一天是第三天，

基督在這天復活，吻合「第三天」復活的記述。

（2）「第一捆」—原文是 rē̓šît （意思是「首先」），《七

十士譯本》譯作 aparchē。aparchē 是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20 及 23
節描述基督復活的用詞（《環譯》作「首先獻給神的」），傳統

譯作「初熟的果子」。不過，傳統這譯法並不貼切，因為 rē̓šît 和
aparchē本身都沒有「熟」或「果子」的意思，而且「初熟的果子」

也不符合原文的農業意象：逾越節在初春，是收割大麥的時候；而葡

萄、無花果、石榴等果子要到夏季才收割。此外，這裡是特指首先收

割的那一捆，而不是收割後從當中抽出來的一捆（希伯來文通常用介

詞 min［「從……當中」］來表達後者的意思）。

（3）「舉起」—原文是 nwp，傳統譯作「搖」。然而，亞蘭

文、希臘文、拉丁文的重要古譯本都譯作「舉起」，現代一些主流英

譯本亦然（包括：NRS、NAB，以及猶太學者翻譯的 TNK）。舉起
最先的一捆獻給神，吻合基督從死人中復活（舉起）的描述，「是首

先獻給神的」。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五章 6至 8節，使用無酵餅及逾越節羔羊基
督已經被殺獻祭的意象，來勸勉哥林多信徒；在十六章 8節又提到他
會在以弗所住到五旬節。這暗示保羅很可能是在逾越節至五旬節之間

那段時間撰寫哥林多前書。這樣，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4節提到基督第
三天復活，就頗有可能反映逾越節安息日次日舉獻第一捆收割物的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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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w  求神帶領以下講座、培訓課程及研討會的籌備工作，讓宣傳、
報名、推廣以至協辦單位間的互相搭配，都能達致合一動員的

果效，使弟兄姊妹得著造就：

 7月 21日（六）  心靈關懷專題講座 講員：李耀全博士

 7月 28日（六） 心靈關懷學術研討會 講員：李耀全博士

w  台灣環聖每兩個月都舉辦專案促銷活動，願神賜福和引領，讓信徒藉著
閱讀屬靈書籍得著建立。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w  感謝主逐漸開路，帶領劉驟寬牧師在東馬的推廣事工有所進展，推
動更多教會廣泛使用《新譯本》。

w  感謝神，2018年詩巫衛理公會天恩堂已開始全面轉用《新譯本》。

w  感謝主帶領西馬同工蒲瑞生牧師與國際總幹事陳肇兆牧師在 3至
4月期間，先後到七間教會，吉隆坡禧福聖經學院，及馬來西亞神
學院證道，並

分享環聖事工

（圖）。求主繼

續為我們打開

更多教會的大

門，讓更多人認

同環聖的異象。

美國

w  6月 7至 10日，與南加州教會合辦張瑪莉分享會，願
此聚會能見證神、榮耀神，讓當地華人認識神和祂的

旨意。

w  北加州天道福音中心開展了福音午餐事工，邀請周邊
社區的慕道朋友參加（圖），藉午餐聚會彼此認識，

與他們分享好消息。

w  今年，北加州環聖及天道繼續舉辦一系列聖經講座，
願神的話語吸引更多人來認識祂，讓人心火熱起來，

放下一切，專心敬拜神。

	 9月份　　講座「敬拜與倫理」（粵語）
  講員：鮑維均博士

加拿大

w  感謝主！由加東辦事處與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合辦
的聖經講座「逆轉人

生—歷代志家譜」

已順利完成。講座為期

兩天，並設書攤，約有

200人出席。願神使用
該講座，賜福給當日出

席的弟兄姊妹。 

w  義務總幹事翁偉霖牧師
於 4月 22日在城北華人宣道會講道（圖），並
由義工擺設書攤。請繼續為在不同教會主領崇拜

講道，或於特別聚會中擺設書攤的事工安排禱告。

w  義務事工主任姚輝弟兄正在加拿大華人神學院修
讀碩士課程，求主保守他靈命成長，身體健康，

以及悅納他一家在神面前的事奉，得蒙賜福。

澳洲

w  3至 4月期間，多位知名海外牧者到訪悉尼教會，主領聚會。我們在
安排義工在場擺設書攤時，發現人手不足，且書種有限。求神感動

更多弟兄姊妹願意參與成為義工，合力拓展祂的國度。

w  4月中旬在恩泉關懷中心舉辦了「癌症與抑鬱症」講座，由麥基恩醫
生主講（圖）。求主幫助肢體藉是次講座更明白癌症病人的需要。 

w  義務總幹事黃建輝牧師師母負責書攤安排及書籍出納結算等重要工
作。但最近黃師母做了白內障手術，事工略受影響，現需要發掘更

多能獨當一面，且能推動事工的義工幫忙，求主預備。

w  6至 7月份，賴建國牧師及吳獻章牧師在澳洲主領公開講座，求神引
領，並賜美好成果。 

香港

w  3月初，乘舊約譯經主任賴建
國牧師訪港之便，舉辦了一次

全港教牧分享會（圖），講題

為：「譯經、宣講和牧養」。

感謝神，當天有逾百名牧者出

席，一同共享愛筵，並在主內

分享靈糧。

w  《環球聖經譯本—舊約全書》仍在編譯階段，求神保守

各學者身心靈健壯，能按神所定的美好時間，順利完成工

作，造福全球華人教會及信徒。

w  請記念今年各項事工的經費籌募，求主供應所需，並保守
有關計劃能順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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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數十年，對羅馬書九至十一章的研究，已成為熱門話題，因

越來越多學者明瞭這三章在保羅思想整體鋪陳上相當重要。這三章

經文受到重視，部分原因是不少學者認識到猶太文獻對理解保羅書

信的重要，尤其是桑德斯（E. P. Sanders）的《保羅和巴勒斯坦的
猶太教—宗教模式的比較》（Paul and Palestinian Judaism: A 
Comparison of Patterns of Religion）出版之後。在保羅所有書信
中，羅馬書是最明顯引用了舊約聖經的，九至十一章最為顯著。因這

緣故，很多學者就嘗試對這三章經文，作文本互涉的研究。

從後結構主義看文本互涉

在這大量作品中，有些研究著重了解猶太聖經在新約中的引

用，並按傳統—歷史的方法（tradition-historical methods），審視
它們之間的連繫，而冠以「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之名。然
而，有些學者堅持文本互涉源於後結構主義，因而對應用這種歷時

（diachronic）的方法大表質疑。按照後結構主義的觀點，文本互
涉不應視為「另一個文本的線性編修，而是涉及多重關係的綜合體

系」。受到這種「文本互涉」的後結構概念影響，一些聖經學者已能

辨識經文之間字面上的連繫，惟大部分關乎文本互涉的聖經研究，都

糅合了文學理論及其相關歷史。其中一個表表者是海斯（Richard B. 
Hays）的《聖經的迴響》（Echoes of Scriptures），他的研究對往
後的文本互涉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不過，海斯的文本互涉方法較近

乎一個文學概念，而不是用以解釋文本的工具。因此，本書會採用萊

姆克（J. L. Lemke）的文本互涉主題分析，作為方法論上的解釋工
具，為保羅在羅馬書九至十一章所使用的文本互涉，開創嶄新的解讀

角度。

探尋適當的文本互涉研究方法

以往對羅馬書九至十一章的研究有很多，例如：試圖處理保羅

的神學論點；分析保羅的修辭論證；以及藉著使用文本互涉的方法，

分析保羅對聖經的引用等，它們都獲得或多或少的成果。在這些研究

中，有些學者注意到保羅對自我的理解與其寫作的關係。當中有些使

用文本互涉進路的學者，更明白到要考察較大範圍的聖經上下文；有

些甚至引進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文獻作比對閱讀。然而，至今還沒有

人採用適當的文本互涉方法學的解讀工具。實際上，文本互涉的解

讀，不僅在保羅引用聖經經文時發生；整段羅馬書九至十一章的講

論，也應置於文本互涉的主題系統（intertextual thematic system）

內檢視。為了更深入理解保羅的觀點，我們必須把他的講論置於其社

群的處境中，包括第二聖殿時期的社群，尤其是與保羅同時代的社

群。本書將展示文本互涉的主題方法學，如何有助正確理解羅馬書九

至十一章中，保羅對神、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觀點。

研究價值

筆者盼望，本書能引起讀者的興趣，原因有四：首先，本研究有

助突顯文本互涉主題分析的價值，它對於在當時猶太文獻的背景下理

解保羅的觀點，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次，本研究能助讀者對保羅的

講論模式，有更深層次的理解，明白那些模式怎樣支持或反對當時猶

太人的講論。第三，它幫助讀者更深入了解保羅在羅馬書九至十一章

中如何引用聖經經文。最後，本研究為羅馬書九至十一章的整個講論

模式，提供了新的洞見—這看來像先知講論。事實上，當我們閱讀

這三章經文時，就感受到保羅雖是外邦人的使徒，卻並未忘記自己的

骨肉至親――擁有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的以色列民。他把自己看為像

摩西那樣的受苦先知，以先知之身份重構舊約經文，並呼籲以色列人

要相信耶穌。因為惟有這樣，以色列人才能成就他們的救贖之義，而

與外邦人一同藉著耶穌，得以納入神子民的行列。  

＊節錄自薛霞霞：《與保羅同讀舊約—透視羅馬書 9~11章對神子民身份的
先知講論》（即將出版）；標題為編者所加

			

薛霞霞博士
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助理教授

游弋於猶太人與使徒身份之間

解讀保羅 的 先知情結

在這詳盡而富創意的研究中，薛博士從社會—歷史、神學

及文學語境，深入探究羅馬書九至十一章的文本及語法特點，

全書讀來趣味盎然，引人入勝。她精緻入微地運用了萊姆克

（J. L. Lemke）的文本互涉主題取向，避免了傳統文本互涉研

究的線性—歷時取向，以及後結構文本互涉研究那種高度概念

化，而不能化為有效詮釋工具運用的弊病。由此，本書中不但

能展示如何有效運用語言學的研究取向，而且能就保羅與其同

代猶太人的不同觀點，提供強而有力的解讀。這解讀促使我們

重新評估保羅在羅馬書中對神、以色列及外邦人關係的神學詮

釋。我深信讀者若能細心品閱，必能從這重要的研究中獲益。

鮑維均博士
美國三一神學院新約教授及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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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創造主的禮物
工作原非人類墮落的咒詛，乃是神所賜的禮物，讓人發揮天

賦潛能、踐行召命。神的禮物是美好的，人本應心存感恩、歡喜接

受，何解在現代社會，工作反而成為焦慮與壓力的來源，難言滿足

和樂趣？這是由於職場已成為現代人生活的主要場所，而職場文化

也深深模造現代人的思維，卻往往違反創造主設定的秩序。如此看

來，創造神學就是現代職場困境的出路。

本書分為「聖經神學篇」和「職場實戰篇」兩部分，從創造作

為禮物和秩序這兩個角度，解說工作的創造原意，駁斥職場文化的

迷思，幫助讀者不單在職場上作光作鹽，更能忠於召命，享受在日

光之下勞碌的成果。

文：麥精

《創造神學與職場》

楊錫鏘、黃讚雄著／天道出版

2018 年 4 月初版／ 205 頁／ HK$85

生於亂世的門徒責任
如果真有天空掌權者，大地充斥著不義和自私自利……身為基

督徒，你會怎做？會順應時勢，但求穩握天堂入場券？還是先顛覆

自己，並勇於肩擔責任，來一次劍挑屬世文化的逆襲？！

馬太福音二十八章 19至 20節，一直受教會奉為「大使命」，
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任務。不過，「大使命」不僅是指傳福音，重點

更在於「使萬民作門徒」。因此，「作門徒」才是基督徒的生命目

標。如果生於亂世，真的有種責任，對基督徒而言，那就是先學懂

做門徒，然後才能劍挑和顛覆不義的世俗文化。

本書是參照馬可福音而編寫的門徒訓練教材。馬可福音本身就

是很好的門訓課程，本書擷選了其中主耶穌與門徒共處的經歷，讓

讀者置身其中，領受主耶穌的呼召、教導和同行，使我們成為祂的

「真門徒」。

對應於現今處境，門徒的生命就是在不義的社會裡，為主發

聲，抗衡不義的價值觀。因此，本書特別強調引導門徒建立天國的

價值觀，著重整全門徒生命的教導，幫助他們顛覆舊有價值取向，

敢於向不公義的事說不，作成聖徒逆襲之旅。

文：曖城

《聖徒之逆襲──

顛覆屬世生命，以至不公義社會》

蘇遠泰、溫慧汶著／天道出版

2018 年 4 月初版／ 262 頁／ HK$95

代 理 書 2018年 1-3 月

1 杏林恩雨

2 輕鬆教出乖孩子

3 查經組長 Easy Guide

4 耶利米哀歌─
悲哀質問與盟約盼望（附研習本）

5 游刃有餘

6 新編幼兒聖經第二課

7 人際溝通的一把鑰匙

8 新編小孩子聖經之奇妙恩典

9 歷代志上─
預備天地同步的聖殿敬拜（附研習本）

10 每日一詩─詩篇卷一～二

暢
銷

書 榜

   天 道 書 2018年 1-3 月
1 為成長說故事

2 栽在溪水旁的生命─詩篇選讀

3 天註 ‧ 哥林多前書（卷下，平裝）

4 聖召出聖徒─
由內而外的門訓四十二章經

5 21 世紀新約導論

6 女皇的教室─跨族裔服侍實錄

7 信得真．活得美

8 五經導論

9 同作門徒─耶穌門訓 24 課

10 從啟示錄看顛覆現實的基督信仰

2014年，筆者與播道神學院第二屆獻心營籌委午膳，席間有
兩位同學突然問道：「你還有沒有想寫作的題材？」當時，筆者剛

交了《與約翰同讀舊約—再思約翰福音的十架神學》的稿件不

久，沒有任何寫作計劃，所以隨口回答：「第二聖殿猶太教吧！我

覺得這個題目挺有趣。」從那時開始，同學的問題在筆者腦海中留

下了印象。

回想過去教學的日子，筆者偶爾會在課堂上提及新約的猶太

背景，或聖經正典以外的一些猶太文獻，逐漸發覺市面上少有專門

探討兩約之間猶太教的中文書。近來適逢筆者完成了一個階段的教

學，獲得學院批准取用安息年假，就期盼趁著經過一個階段的神學

教育事奉後，一方面重新思索及調校個人定位，預備迎接下一個階

段的服侍，另一方面希望在學術研究和寫作上盡本分。筆者用了安

息年的一半時間，埋首撰寫一篇文章；另一半時間就專心撰寫本書。　

一本書的完成，不是單憑作者個人的努力就能成事，還有許多

人給予支持和默默的服侍。筆者感激雷建華牧師、謝挺博士和何善

斌博士撥冗撰文推介本書。2015年，筆者在播道神學院聖地學習
團中認識雷牧師和師母，這趟旅程不單讓筆者體會到「讀萬卷書不

如行萬里路」，也令自己從聖經和書本得來的知識變得立體。旅程

完結後，筆者就下定決心要撰寫一本以猶太歷史和文獻為題材的作

品。安息年假期間，筆者曾赴美國德州聖安東尼亞市出席學術研討

會，期間有機會認識謝博士，並一起吃午飯聊天。雖然是初相識，

但心裡泛起一絲他鄉遇故知的感覺。何博士是筆者的大學同窗，真

的是老朋友，多年來一直鼓勵筆者事奉。若不是當年他憑著無比毅

力多次邀請筆者參與校園福音工作，筆者很可能一直沉醉於以自我

為中心的生活裡。筆者也多謝播道神學院眾師生和職工的支持，尤

其要多謝圖書館的同工不辭勞苦，多次幫忙處理館際互借的書籍。

最後，感激丈夫林克華牧師和兒子 Ryan的代禱和關心。

願我們各人在崗位上盡忠，不輕忽神所

賜的位分和機會，謙卑服侍，完成祂在我們生

命中的計劃和旨意。以馬內利！

＊節錄自梁美心：《第二聖殿猶太教導論》，自

序；標題為編者所加

研究

「第二聖殿
   猶太教」的緣由

梁美心博士
香港播道神學院新約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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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為快樂之本

(經文
:申命

記 15:7~11)

聖經
告訴

我們
如果

有缺
乏的

人向
你求

助，
你總

要慷
慨地

幫助
他，

不要
心裡

難受
。現

代社
會的

觀念
是讚

賞慈
善家
，表

揚幫
助人

的人
。這

是對
的。
慈善

家和
樂於

助人
的人

是應
該被

讚賞
的，
但是

聖經
同時

指出

另一
個事
實—

不單
受助
者得
到幫
助，
援助
者也
會得
到祝
福。

聖經
肯定

地說
：「

在你
中間

如果
有一

個窮
人，

又是
你的

兄弟
，

你對
這窮

苦的
兄弟

不可
硬著

心腸
，也

不可
袖手

不理
。你

一定
要向

他伸

手，
照著

他缺
乏的

借給
他，

補足
他的

缺乏
。」
「你

（援
助者

）必
須給

他（
受助

者）
，給

他的
時候

，你
不要

心裡
難受

，因
為為

了這
事，

耶和

華你
的神
必在
你一
切工
作上
，和
你所
辦的
一切
事上
，賜
福給
你。
」（
申

15:7~8、10）

不單
如此
，耶
穌也
曾說
過：
「施
比受
更為
有福
。」
（徒

20:35下）

這福
氣有

幾方
面：

第一
，你

能夠
「施

」，
因為

你有
這種

能力
。那

豈不

是有
福嗎

？第
二，

你的
施予

得到
神的

讚賞
和祝

福，
那不

是有
福嗎

？第

三，
蒙恩

者透
過你

的施
予體

會神
的恩

慈，
因而

感謝
神。
你的

作為
讓神

得到
榮耀

，那
不是

有福
嗎？

最後
，助

人為
快樂

之本
。幫

助人
不單

令受

助的
人快
樂，
助人
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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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足
心靈

環
球天道傳基協會一向定位於「以文字傳

播福音信息，教導聖經真理和價值。」

2018年我們為事工開闢新渠道—「心靈關懷」

網站（soulcare.hk）。在香港，這個現代化

的都市裡，市民、學生、在職人士對互聯網毫不

陌生。雖然網上流傳著五花八門的資訊，但是易

於搜尋，又集眾多專家意見的心靈關懷網站卻寥

寥無幾。因此，「傳基」希望把握機會，集合專

業人士的力量，透過互聯網傳播正向、健康、有

人、有聲音，而且帶著心靈關懷的資訊。

亞里士多德說：「人本質上是社會性動物。」

我們需要與人相處，並且在相處中經歷愛心與關

懷；既有付出，亦有接收。毋庸置疑，最好的關

懷一定來自家人、朋友、同事和弟兄姊妹。但是，

soulcare.hk亦有它獨特的好處。我們匯聚了

一群基督徒，他們都是專家，包括：精神科專科

醫生、臨床心理學家、資深輔導員、教牧同工

等等。他們將會就心靈關懷的議題，作多方

面的探討，並給予建議。soulcare.hk

設有多元化的欄目，能滿足不同網友的需

要，讓大眾接收到實用的資訊，能夠有效

地緩和身心靈的壓力。

soulcare.hk 是一站式的精神健

康、心靈網站，目標就是「關懷你」。

李鎮雄博士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副總幹事

「心靈雋語」 與你分享寶貴的聖經金句。

「飽足心靈」 分享聖經道理與觸動人心的

故事。

「心靈步步捉」 分析時事中關於情緒的新聞，

並提供預防辦法。

「生活小智慧」 教導我們怎樣透過飲食和生

活習慣使身心靈強壯。

「心靈教育」 把精神健康推廣至不同的生

活層面。

「心靈分享」 專家以視像形式分享心得。

「漫畫」、「心靈音樂」 以藝術角度關懷網友。

「心靈資料庫」 提供坊間有關心靈關懷的活

動資訊。

soulcare.hk

關懷心靈
的

網絡事工

網址：
www.tdww.org.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goodnewshk

香港辦事處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號匯達商業中心 22樓
電話：（852）2356 7234  傳真：（852）2356 7389
電郵：info@tdww.org.hk   



助人為快樂之本

(經文
:申命

記 15:7~11)

聖經
告訴

我們
如果

有缺
乏的

人向
你求

助，
你總

要慷
慨地

幫助
他，

不要
心裡

難受
。現

代社
會的

觀念
是讚

賞慈
善家
，表

揚幫
助人

的人
。這

是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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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於

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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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被

讚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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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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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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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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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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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
事，

耶和

華你
的神
必在
你一
切工
作上
，和
你所
辦的
一切
事上
，賜
福給
你。
」（
申

15:7~8、10）

不單
如此
，耶
穌也
曾說
過：
「施
比受
更為
有福
。」
（徒

20:35下）

這福
氣有

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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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你

能夠
「施

」，
因為

你有
這種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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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嗎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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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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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書館

欣然遇見
楊詠嫦博士

香港播道神學院聖經科榮譽教授暨第五任院長

耶穌

《未説的話》是康恩關懷中心第三張音樂專輯，主題信息是：珍惜眼

前人，把握每個讓關係復和的機會。專輯內八首詩歌的信息互相關連，隨

光碟附送的小冊子，記錄了每首歌曲創作背後的小故事。只要手握著小册

子，邊讀邊聽，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就會拉近了。

這世代高舉個人主義與物質主義，父母子女、夫妻婚姻關係逐漸變得

疏離和破碎。很多人忽略了身邊一些重要的人，而忙著做許多不太重要的

事。事實上，我們很多時在失去後才學懂珍惜，留下的是一個又一個的遺

憾。要解開心結絕不容易；然而，當主耶穌進入你我的生命，人儘管覺得

沒有可能，但靠著主沒有難成的事。

這音樂專輯共收錄八首歌，以《未說的話》掀開序幕：《未說的話》

講述忙碌的女兒很想對亡父說出心底話；《給女兒的話》深入描繪父親對

女兒的愛；《媽媽你真美》、《默然地愛》是子女感謝父母親默默付出犧

牲的愛；《傷癒》是因著主的醫治，苦毒怨恨的捆綁可以得到釋放；《誓

約》是關於夫婦再思婚姻誓約的真意，破鏡得以重圓；《喜樂充滿你》是

康恩關懷中心一班癌症病人的心聲，他們儘管面對逆境和疾病，但因著主

內的喜樂仍能譜出快樂的樂章；《捨不得》是一首道別的詩歌，人面對死

亡的終局，縱然不捨，仍能帶著盼望，得勝無憾見主面。

但願這張專輯每一首歌的信息能觸動你，讓你反

思生命，學懂珍惜家人，修補破裂的關係，內心再沒

有苦毒怨恨，滿有喜樂平安。若能沒有遺憾地度過一

生，相信這絕對是人生最大的福氣。

《未說的話》MP3 音樂專輯
（CD ＋小冊子）

演唱：	Pauline	Chan、陳奕楷、謝文雅、

	 徐偉賢、鄧婉玲、麥映緹

出版：	康恩關懷中心（澳洲）、環球聖經公會

2018 年 4 月初版／ HK$110

《華麗轉身─生命教練實戰錦囊》

羅淑芬著／天道出版

2018 年 4 月初版／ 268 頁／ HK$95

本書延續前作《人生 Cha Cha Cha》的路向，
整合基督教信仰、正向心理學和生命教練學，裝備

讀者成為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教練，藉著認識自我、

訂立目標、實踐和檢討，將生命演繹得更華麗精彩。全書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生命教練學的理念，引導讀者確立人生目標；第二和第

三部分從正反兩面，推動讀者培養正向的人生信念，把困難化為前行

的助力。本書除解說生命教練學的原則，還附有反思問題、實踐練

習、案例示範及教練提問指引，適合個人或小組閱讀。

《神學智慧的鍛鍊─八年印記》

曹偉彤著／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出版

2017 年 12 月初版／ 245 頁／ HK$80	 	

本書記錄了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近八年（2009-
2017）走過的路。讀者從中可看見學院如何著力鍛
練學生的神學智慧，如何嘗試從傳授神學智慧進入

宣講、宣教、教牧關懷、基督教教育等實踐領域，培育學生成為卓越

而謙卑、有能力帶領教會面向世界的時代工人。書中收錄了作者在這

八年擔任院長以來，替《浸神院訊》撰寫的三十多篇文章，盼望為「浸

神」的成長留下印記，並為教會的牧養，提供可持續發展的意念。

《怎樣推動門徒生活操練─

「勉導同行」模式面面觀》

陳孟賢著／個人出版

2018 年 1 月初版／ 244 頁／ HK$60	

本書以歸納實際經驗為基礎，以理念分析為架

構，以建議事工原則和模式為結果，檢討了個別栽

培事工的價值、功用、優點、困難及實踐概況。作

者盼望讀者讀畢本書後，不僅走過一趟有趣的信仰反省旅程，感受教

會領袖的思維脈絡，吸收許多生命師傅訓練門徒的經驗心得，而且更

會向自己發出挑戰，包括：慕義者―回應生命更新的機會；準扶立

者―回應門訓事工的呼召；教會領袖―回應教會運用個別栽培事

工的理想。

《山道期刊》（總 40 期）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出版

2017 年 12 月初版／ 192 頁／ HK$60	

本期專題為信仰群體的紀律，相關文章包括：

黃福光的〈從舊約聖經探討神的憤怒與管教〉；辛

惠蘭的〈再思教會／信徒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

李耀坤的〈基督身體之筋腱〉；鄧紹光的〈紀律，教會的標記？〉；

周學信的〈潘霍華論教會紀律〉。另收錄了兩篇討論文章及五篇書評。

《千真萬確的基督信仰》

禤浩榮著／個人出版

2018 年 3 月初版／ 112 頁／ HK$50	

本書從科學、預言、考古及歷史角度，客觀地

衡量基督信仰是否千真萬確，聖經是否真實可信。

作者期盼藉這本小書，讓讀者得著真善美的人生。

同時，本書可作為基督徒傳福音或護教的資料，令

更多人得著基督救恩的福分。

音

樂解
密

新
書上 架

《遇見耶穌》是一本色彩繽紛的著作，它既是耶穌故事的精彩註

釋，也是充滿想像力的文學演繹。

運用想像力來閱讀福音故事是無可避免的。這種想像力不但對

兒童是必須的，對成年讀者也十分重要，它叫我們能置身於耶穌故事

中，感同身受。

對於嚴謹解釋聖經的學者來說，最重要的試金石是這些想像是否

恰當，是否符合上文下理。若這種想像力運用得宜，發揮的功效可以

很大，足以讓充滿革命性的耶穌基督活現眼前！

在符合經文脈絡的大前提下，《遇見耶穌》的

想像空間極為遼闊，人物描繪具深度透視，精準掌

握到情節的微妙發展，並以生動的歷史、文化和地

理背景烘托，具有很高的閱讀價值。

＊節錄自余滿華：《遇見耶穌》，楊詠嫦推薦文 

2018 年第一季上架好書

遇見耶穌	 余滿華／ e 新園

從聖經看如何處理失敗、羞愧、罪咎	 鄺炳釗／天道

小先知書講義（下冊）	 陳終道／天道

末世的啟示─超越一切的基督	 周燕屏／ e 新園
（上下冊，組長及組員本）

＊以下書籍只供購買：

栽在溪水旁的生命─詩篇選讀	 龍胡啟芬／天道

道．出愛─約翰福音靈修日誌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環聖

為成長說故事	 黃天逸／天道

信得真．活得美	 黃學齡／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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