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者分享

(中央浸信會----邵海東)

七月份兩次在靈福堂舉辦的粵語講道學工作坊，鄧英善牧師帶來的信息簡潔而明
瞭。「充份的預備，正確的方法，加上有效的工具，可以將講台事奉淋漓盡致地發揮出
來」。這些提醒雖不是新鮮的創意，卻是每一位投身講台事奉的同工必須掌握的知識。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教導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信息
2007 年 9 月 第二期

鄧英善牧師

在站上講台之前，多少回我們並未充份準備，便匆匆站出來。結果在讀經方面，非
但不能讀得圓潤生動，甚至連流暢無誤都作不到。因此，反覆誦讀是必要的。講道方
面，鄧牧師建議將講章一字不漏地寫出來，反覆練習，還可以找一位聽者評估效果，以
避免發生離題、冗長、主題模糊、段落不清等缺失。鄧牧師一再提示，要大家掌握：
“信息=主題+內容＂。

主耶穌給我們的大使命不獨包括傳福音，使人作祂的門徒，替他們施洗；也包括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 28:19-20)，這是教導的工作。再者，保羅也
提醒提摩 太要把從他所領受的，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 2:2)。

現場講道實習，雖僅限幾位上台，但全體學員皆自觀摩中獲益。講者謙卑教授，聽
者勇於發問，兩日的講座，充實而緊湊。另外，《分析排版聖經》的清晰排列，讓人耳
目一新，茅塞頓開。

今天在教會裡，實在有許多渴慕追求靈命長進的弟兄姊妹，他們不願意只停留在聽
道的層面裡，希望能更深入的自己去研讀神話語。甚至有些地方的牧者、傳道人也很想
更深入地去研讀聖經，因為他們要供應許多信徒屬靈生命的需要。

有效的講道策略，使福音工作得以事半功倍，更加可以激勵主內同工服事的熱心。

感恩代禱事項：
1. 感謝神！7 月期間帶領鄧英善牧師在雪梨有兩場 “如何帶領小組查經＂工作
坊。有來自 23 間教會，超過 340 位弟兄姊妹參加。此外並有婚姻講座、講
道學工作坊、讀經日營和培靈會，讓弟兄姊妹在神的話語上被建立，幫助弟
兄姊妹能明白真道，研讀聖經。
2 . 請 為 站 在 神 面 前 立 志 要 認 真 查 考 聖 經 ， 一 生 跟 從 主 的 眾 弟 兄 姊 妹 祈 禱 ， 願神
堅固保守眾人的心。
3 . 求 神 帶 領 雪 梨 眾 教 會 在 推 動 信 徒 讀 經 運 動 上 ， 能 同 心 合 意 ， 彼 此 配 搭 ， 榮神
益人，愛主更深。
4. 求主帶領聖經信息協會在澳洲、香港、美國各項事工的發展，在聖經教導
上，能造就弟兄姊妹愛慕研讀神的話，心意更新，廣傳福音。
5. 請為鄧牧師和師母 10 月 9-30 日再次來雪梨帶領各聚會代禱，求神賜鄧牧師
和師母有活潑的靈命傳講神的話。保守鄧牧師和師母路途的平安和有健康的
身體，忠心為主作工。
6. 請為 10 月舉辦的查經培訓體驗坊、講道學工作坊、讀經日營和培靈會禱
告，求神的愛吸引更多弟兄姊妹參加各聚會，在至聖的真道上同被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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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牧師： 張明俊牧師、鄭智斌牧師、謝友德牧師
董事會 ： 主席：鄧英善牧師 財務：林譚美莉
委員：劉國楨、余大峰
同工 ：
教師：伍梁啟興

聖經信息協會的成立
為了提供信徒在真理上有系統的教導；也為了把聖經神學教育普及化地帶到教會，
聖經信息協會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Ltd) 於 1992 年 11 月在香港成立。那時，有好幾位
牧者（于力工牧師、蘇穎智牧師、Dr. Stanley Toussaint、謝品然牧師、羅華明牧師、鄭金
城牧師）與我們同心在週日晚上，於不同教會開辦聖經及神學課程。1992 年至 1997 年
間，曾經報讀我們課程的，有超過三千多位同學，有些報讀一、兩個課程，也有許多完
成四、五十個課程；更有些學員讀完我們的聖經課程後，再到神學院接受裝備，全時間
出來事奉神。主恩待我們在這幾年間，把聖經每一卷書都講解過一次，有些書卷還是經
常開辦。
從 1997 年到 2003 年，我們在各地開辦同類的聖經課程。為了更有效地裝備信徒去
教導別人，我們發覺必須要有好的教材，聖經就更是少不了。於是那幾年，筆者把主要
的時間放在研讀及編著《聖經分析排版本》及輔助研經資料上。現在，這本以和合本聖
經，重新配以清楚的標題和分段，依照每節經文的內容、文法、對偶、相關字句加以分
析排列的聖經，已經出版了三個不同的版本：研讀版 (繁簡體)、福音版、普及版。感謝
主的恩典，使用過這本聖經的弟兄姊妹，都覺得這本聖經可以幫助他們更容易把經文的
意思看得清楚。

聖經信息學院的成立
筆者在過去十多年教導事奉中看到：有些地方，因為客觀環境的緣故，許多牧者、
傳道人，不一定有機會在神學院接受裝備。而且神學院的課程學術性較高，曾接觸過有
些將要完成道學碩士課程的同學，對於畢業後要教導聖經課程，還不是很有信心。

文書：陳梁璧儀

為了更有效地裝備培訓牧者及信徒領袖，我們在美國加州成立了聖經信息學院，以
開辦講座、證書、文憑課程的方式，在世界各地教導信徒。

幹事：曾雪莉

我們不是一間傳統式的神學院，在一個固定的地點，有固定的校舍來招收學生。
我們是把聖經課程及教牧領導培訓課程，帶到教會及有需要的地方，用較彈性的方式
上課。目的是讓在職的教牧及信徒領袖能一面事奉、一面工作及一面學習。

ABN 20 440 148 379
Mobile: 0411 318 260
Email: BES.AUS@bibleexposition.org
P. O. Box 1779,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www.bibleexposition.org

聖經信息協會/學院的異象 (Vision)
燃點火熱的心：研讀聖經、活出真道、教導主言
Creating a passion to study, to live and to teach the Word of God.
我們事奉的目標是服事眾教會，包括﹕
1. 鼓勵、教導信徒研讀聖經，遵行主命。
(To create a passion to study and to live the Word of God)
2. 裝備牧者、傳道人、信徒領袖，更有效地講解、教導聖經及帶領查經。
(To create a passion to teach the Word of God)
3. 培訓教導的教師。
(To create a passion to train trainers of trainers)
4. 出版分析排版聖經及實用研經書籍教材(與香港聖經信息協會合作)。
(To publish Chinese Analytical Layout Bibles and Bible study materials)

聖經信息協會/學院的使命 (Mission Statement)
(詳情留意我們的網站 www.BibleExposition.org)
在世界各地，透過聖經分析排版讀經法及研經材料，開辦聖經信息證書、查經及文
憑課程 [CBE, CBS, DBE] 和特別專題講座 (Bible and Leadership seminars)。我們盼望透過這
些課程和講座，可以燃起信徒愛慕神話語的熱誠；培訓牧者、信徒領袖將真理教導信
徒，使可以實行及應用真理在他們的生活中。幫助教會在質與量方面都一起增長，促使
教會的復興。

聚會消息
鄧英善牧師 10 月份在雪梨以下教會帶領公開聚會：
粵語聚會:
16/10/07 (星期二)
7:30 pm - 9:30 pm
23/10/07 (星期二)
7:30 pm - 9:30 pm
21/10/07 (星期日)
11:00 am–1:00 pm

21/10/07 (星期日)
7:30pm-9:00pm

26/10/07 (星期五)
10:00 am–12:00
noon
28/10/07 (星期日)
7:30 pm – 9:00 pm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BESA 的成立
在澳洲與聖經信息學院配合，達到彼此共同的目標﹕

分析排版讀聖經 信靠順服行真道
正意解經教主言 聖經信息助成長
聖經信息協會 (澳洲) BESA 於 2006 年 11 月，正式在澳洲成立為非牟利的基督教機
構，且於 2007 年 8 月獲稅務局批准豁免利得稅 (income tax)。這實在是神的恩典，也是祂
給我們的印證。
神的話「都比金子可羨慕，且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
的蜜甘甜。況且你的僕人因此受警戒，守著這些便有大賞。」(詩 19:10-11)
求主幫助我們好像詩人這樣熱切愛慕神的話語，叫我們的生命更豐盛；事奉更得
力、更有果效。
此刊物印製由 E. Wong Pty Limited 及 T. Wong Pty Limited 贊助，謹此致謝。
版權所有 免費贈閱

播道會靈福堂協辦
《猶大書》查經培訓體驗坊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2067
費用：
$35.- (30/9/2007 前報名)
$40.- (1/10/2007 後報名)
播道會靈福堂主辦
粵語音樂佈道會:
Zenith Theatre
Cnr. McIntosh St. Railway St.
Chatswood 2067
華人恩典基督教會協辦
粵語釋經講座:
1A Kensington St.
Kogarah 2217
播道會靈福堂主辦
鄧畢道洵師母粵語講座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2067
播道會靈福堂主辦
粵語培靈會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2067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一)
為甚麼要為真道竭力爭辯?
(猶 1-16)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二)
如何防備叛教離道的事?
(猶 17-25)
人生真正的滿足
(可 10:17-31 )

忠心良善的僕人
(太 25:14-30)

心肝寶貝 -- 誰是至愛？
(詩篇 16: 1-11)
重尋敬拜真義

普通話聚會:
14/10/07 (星期日)
7:30 pm–9:00 pm
20/10/07 (星期六)
7:30 pm–9:00 pm

21/10/07 (星期日)
3:00pm - 5:00pm
27/10/07 (星期六)
10:00 am–4:00 pm

播道會靈福堂主辦
普通話培靈會: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2067
好士圍聖公會協辦
普通話培靈會
Cnr. The Ave. & Forest Rd.
Hurstville 2220
播道會靈福堂主辦
普通話音樂佈道會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2067
西雪梨華人基督教會協辦
普通話工作坊
90 Homebush Rd. Strathfield NSW
2135

窮途不一定是末路
(路得記一章)
“金錢投資最大的回報＂
(路 16:1-13)

“人生真正的滿足＂
(可 10:17-31)
如何帶領小組查經
費 用 : 包括查經材料及
茶點、午膳
$40.- (10/10/2007 前報名 )
$50.- (11/10/2007 後報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