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度首季課程簡介
研經證書課程

查經證書課程

聖經信息查經班

Certificate of Bible Exposition

Certificate of Bible Study

Cal-Bible Study Class

(CBE)

(CBS)

(CBSC)

課目編號

BE 309-1 (C)

BE 309-1 (M)

BE 310-1 (C)

課目

加拉太書 (粵語)

加拉太書 (國語)

以弗所書 (粵語)

BS 309-1 (C)

2007 年 12 月第三期

CBSC 309 (C)

F = Faith 忠心

加拉太書 (粵語)

學員自選報讀 A 班或 B 班

通 訊 內 容 (I NS I DE T H IS I S S UE )

A 班(週二)

日期及

2008 年 2 月 9 日

2008 年 2 月 23 日

及

及

2 月 16 日(星期六)

3 月 1 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 9:30am 至

上午 9:30am 至

下午 5:00pm

下午 5:00pm

時間

2008 年 2 月 25 日及
3 月 3 日(星期一)
上午 9:30am 至

一個忠心的人會忠於所託付給他的工作和使命，他會把工作做到最好，會
持守到底，不會半途而廢。

B 班(週四)

上午 10:30am 至

下午 7:30pm 至

中午 12:30pm

下午 9:30pm

備註

第一季

26/2 ~ 8/4/2008

28/2 ~ 10/4/2008

7週

第二季

6/5 ~ 17/6/2008

8/5 ~19/6/2008

7週

下午 5:00pm

信息: 主所用忠心的僕人

1

學員心聲 (參加工作坊的回應)

2

事工推介 (加拉太書)

3

共 14 週

信息 : 主所用忠心的僕人
鄧英善牧師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神奧秘事的管家。所求於管
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林前 4:1-2)。

Church of Christ,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學分

1 學分

1 學分

1 學分

1 學分

無學分

出席率

90 %以上

90 %以上

90 %以上

90 %以上

70 %以上

地點

費用
形式

90 Homebush Road

功課

Church of Christ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Strathfield

AU$ 100

AU$ 100

AU$ 100

(旁聽生 AU$80)

(旁聽生 AU$80)

(旁聽生 AU$80)

授課式 (教師講解)

教師
講義教材

北岸
（地點待定）

首次登記繳交註冊費 AU$10
AU$100

每次課堂採用自由奉獻方式

●

分組查經討論

●

講師現場或以 DVD 播放講解內容

鄧英善牧師
基本教材 + 助讀教材

我感謝那給我力量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祂以我有忠心，派
我服事祂 (提前 1:12)。
你在許多見證人面前聽見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
導別人的人 (提後 2:2)。
主人說：「好，你這又良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不多的事上有
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理；可以進來享受你主人的快
樂。」(太 25:21)。

鄧英善牧師
(旁聽生只有基本教材)

研讀報告、堂上指定作業
(旁聽生不用交功課)

基本教材
●

每週查經功課

●

堂上指定作業

●

不用交功課。

●

分組時, 有做查經功課的
學員才可參與分享或討
論; 沒有做功課的只能
旁聽。

鳴謝
神把南太平洋區的宣教佈道負擔更
重的放在伍梁啟興教士心中，為此，
她將會全心投入短期宣教事奉，協助
國際短宣使團、中信等差傳機構。願
主賜福她的事奉。本會對伍梁啟興教
士過去幾個月來的幫助，謹此致謝。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ABN 20 440 148 379

P. O. Box 1779,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Mobile : 0411 318 260(Optus), 0416 478 390 (Vodafone)
Email : BES.AUS@bibleexposition.org
Website ： www.bibleexposition.org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神!
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路 2 ： 14

謹祝大家聖誕快樂！新年蒙福！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仝人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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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余大峰
劉國楨
陳梁璧儀(義務文書)
林譚美莉(義務司庫）
幹事：曾雪莉
編輯委員會：林譚美莉、楊吳婉玲、曾雪莉

神 揀選合祂自己心意的人成就祂的事工：祂揀選了亞伯拉
罕、摩西、約書亞、撒母耳、大衛、眾先知、眾使徒。主耶穌把大
使命交託給教會，所以祂在教會中揀選使用無數弟兄姊妹同心的服
事。教會的義工團隊是全世界最大的義工力量。
究竟神要使用一個人，祂看重的是
甚麼呢？上面的經文清楚地告訴我們，
神要用的人是要他有忠心。保羅蒙神揀
選作外邦人的使徒，是因為他有忠心。
保羅要提摩太把所學、所知道的真理，
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主所要的
是忠心良善的僕人。
「忠心」這個字在原文中是 (pistos)。
這個字和「信心」 (pistis) 是出於同一個字根。對主忠心的人是一
個堅決相信主的人，他不會因世上的理學、哲學而對主的信心產生
懷疑。他不會因世上的錢財吸引而放棄聖經的原則。他也不會因地
上的迫害壓力而離開主。他會對主至死忠心。
英文把「信心」翻譯為 (Faith)，
「忠心」翻譯為 (Faithful). Faith
這個字很有意思，這幾個英文字母正好在描述一個忠心，神可以使用
的人。

A = Available 有時間
今天在教會裡不缺乏各樣人材，有恩賜的也不少。但往往在教會裡找義
工、執事、主日學教師、查經組長、探訪隊員卻找不到。不是沒有能勝
任的人，乃是許多人都沒有空。有人想要跟從主，卻先要做好這個，做
好那個，有許多的藉口，如﹕「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路
9:59)；「眾人一口同音的推辭。頭一個說：『我買了一塊地，必須去看
看。請你准我辭了。』又有一個說：『我買了五對牛，要去試一試。請
你准我辭了。』又有一個說：『我才娶了妻，所以不能去。』」(路 14:18
-20)。許多基督徒總是沒有時間給主，或只是把剩餘的時間給主。主所
要用的是一個願意把時間給主用的人。

I = Initiative 主動性，自發性
一個有心事奉神的人，往往會主動尋找事奉的機會。這個主動性很多
時候和這個人願意服事的心有關，因為他實在關心這個工作，想要把
工作做得最好。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的軍備絕對不比美國差，德
軍的訓練質素也不比美軍弱。但美國在歐洲打勝仗，其中一個主要原
因，是美軍的前線軍官主動應變能力較強。德軍前線的將領在許多大
小事上，都要聽從後方司令的命令，缺乏主動應變能力，這使他們錯
失許多取勝的時機。

T – Teachable 受教的心
肯被主使用的人是一個肯受教的人，他願意接受訓練，裝備自己以致
能更有效的服事神。主用了三年的時間，日夜的訓練十二個門徒。祂
復活升天後，聖靈降臨，他們便能大大被主使用。今天各行各業都要
求員工接受嚴格的訓練。那在教會作執事、主日學教師、查經組長的
豈不是也要受訓練？ 有一個教會的主日學教師，必需要先修讀多個主
日學的課程，然後做助教，在適當的時候再作主日學教師。神用了八
十年的時間裝備摩西；保羅信主後至少有十年的時間接受主的裝備，
才被巴拿巴邀請到安提阿教會幫忙，之後被差派出去宣教。求主幫助
我們，讓我們事奉主的人有好的裝備，求主給我們一個時時受教的
心。

H – Heart 有心
這個服事的心志、熱誠 (passion) 決定了一個人服事的態度。他不為
錢，不為利，不為名來服事。他只有一個單純的心志─愛神，願意拿
出「心」服事。惟有這樣的心志，才能專心，全心的服事。舊約猶大
受責備﹕「主說：因為這百姓親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離我；
他們敬畏我，不過是領受人的吩咐。」 (賽 29:13) 今天神要的是我們
的心。
我們蒙神揀選，被祂使用，是何等的權利，這實在是我們的福氣。但
以理的服事沒有人能找到他的錯誤，是因為他忠心辦事 (但 6:4)。神沒
有繼續使用以利家，卻揀選撒母耳，是因為神要為自己立一個忠心的
祭司，照祂的心意而行 (撒上 2:35)。求主幫助我們作一個忠心，有信
心的好管家，好僕人。教會實在需要這樣有忠心，有信心，有心志的
義工團隊。

「如何帶領小組查經」 工作坊之後
俞鳳嬌
我不是因為要帶小組而來參加這次講座，是想要擷取鄧牧師多年的釋
經心得。信主後，讀經是我長久以來又愛又恨的事。愛的是，讀懂時那種與

廻響﹕神話語的豐富
李尹文 口述
楊吳婉玲整理

神對話的感覺，就是 「在地如在天」 一樣。恨的是傻傻的讀，囫圇吞棗的

感謝神在 2007 年 10 月 9-30 日，帶領鄧牧師、師母遠道從美國來到

讀，支離破碎的讀，片片斷斷的讀。

雪梨，主領「猶大書」查經培訓體驗坊，國、粵語講道學工作坊，國

在這次工作坊，開門見山的直言：讀經查經乃是要直接的認識神，要
全面的認識祂。從未想到過，不停的聽道，不停的聽查經，不停的看解經，
雖沒有不好；但實際上是不停的吃奶，吸收別人對聖經的認識和解釋，獲得

當我得知聖經信息協會(澳洲)在 10 月份

的是二手資料，對神有如霧裡看花，看得不真切。

有多個由鄧英善牧師主領內容豐富的聚會

再者，如果深入一些來看小組的事工，主要乃是

後，卻因自己時間有限，不能參加所有的聚

藉著查經達到組員靈命的成長。靈命的成長，是由喝

會，只能按着事奉上的需要而作出選擇。期

奶到吃乾糧，由吃乾糧到吃烤肉，甚至還烤肉給別人

間我參加了國、粵語的講道學工作坊。雖然

吃。因此鄧牧師的這個課程，藉著問題，要求組員事

過去在神學課程的訓練中，也曾學過有關敘

先作答，聚會時，大家一起討論。這樣可達到的果效，

述文和釋經的講道法，但今次有機會從不同

是幫助參加查經的人直接從聖經看到亮光，然後分

導師的教導中學習，相信必定會得到更多的益處。此外我也知道聖經信息

享。所以從學習的角度來看，每個人按自己靈命的成

協會事工的其中一個目標，是要教導信徒細心研讀聖經，讓弟兄姊妹對神

熟程度，彼此生命相互影響而長進。這是一舉數得的

話語有更清楚的認識和理解，這也是我在信仰追求上所重視的，於是我欣

信徒栽培，繼而教會成長，拓展神的國度。

然報名參加了訓練。在訓練中透過鄧牧師的教導，更加明白講台信息教導
的重要性，希望可以做一個按着正意分解真道的好講員，並能幫助弟兄姊
妹在神的話語上，清楚明白從而正確應用在生活中，也希望能幫助弟兄姊
妹懂得如何自己去研讀聖經，明白真道。
在第一課的粵語「敘述文講道」訓練中，加深了我過去在神學院所
學習的內容，使我獲益良多。席間鄧牧師提醒學員：很多時在講道中會側

形式表達，讓我對所讀的經文有進一步的理解和應用。
通過這一課的學習，令我獲益不淺。雖然我的國語並不很流暢，但
亦把握機會不想錯過第二課的國語釋經講道訓練。通過這兩課的學習，讓
我更確認神話語的豐富和滿有能力的彰顯。當我們在講解聖經的時候，是
要清清楚楚地將神話語本身要表達的信息和意義講解。人不能用自己的
意思和方法去講解神的話，要靠着聖靈的引導將神的話清楚講解，讓人明
白神的心意，行在神的喜悅中。
我也購買了一本《聖經分析排版本》，發覺經文經過標題和分段排
版後，更容易理解明白上文下理的關係，對預備講章和帶領查經都有很大
的幫助。對於弟兄姊妹自己研讀聖經，從不同文體的經文結構中去分段並
找出主題都十分有幫助，是一部不可多得的研經工具書，願我們都能天天
研讀神的話語，愛主更深。

已編定的課程﹕
研經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of Bible Exposition)

感謝神保守牧師、師母身心靈的健康，在繁忙的事奉中經歷神信實的

以講師講解為主 (12 學分)。
查經證書課程 (Certificate of Bible Study)
有分組查經討論及講師親身(或使用媒體器材)的講解(12 學分)
聖經信息查經班 (Cal-Bible Study Class (無學分)

適的場地，再次見証「神行奇事人不可測度」的奇妙。

聖經文憑課程 (Diploma in Bible Exposition)(24 學分)。

感謝神透過各個聚會，讓弟兄姊妹在至聖的真道上被建立，得幫助，

聖工碩士課程主修聖經講解 (Master of Ministry in Bible Exposi-

願我們能明白真道，愛主更深。

tion) (30 學分)。

詳細資料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BibleExposition.org

代禱：
求主引領眾教會彼此配搭，同心合意推動信徒讀經運動，靈命更新，建
立教會。

轉化，並由口轉述出來，果效則高達 95%。學習神的話語理當認真到這樣的
地步才是，願以此互勉。

求主帶領聖經信息協會在澳洲、美國、香港和遠東各地事工的發展，同
心忠心行在神的旨意中。
求主保守帶領從 2008 年 2 月 26 日及 28 日開始每週查考「加拉太書」
的聖經信息查經班，求聖靈感動人心，吸引更多人願意天天查考聖

學員心聲﹕一個好習慣的開始

經，明白真道。求神保守帶領參加者、組長及講師。

麗琴

求主帶領從 2008 年 2 月-3 月開辦的研經證書課程 (研讀加拉太書和以
弗所書)。求神帶領弟兄姊妹願意更有系統地研讀聖經書卷。

我和丈夫在 2007 年 10 月 16、23 日一同參加了「猶大書」查
經培訓體驗坊。我們使用「聖經分析排版本」，每天一同研讀聖
經，透過所提供的導論、大綱、橫圖和查經問題，幫助我們更清楚
明白「猶大書」的信息內容，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以往丈夫在做查經班和主日學
功課時，很多時都喜歡抄襲我的
答案；但這次他意想不到的認
真，按時做每日的功課並細心研
讀經文，兩次都比我提早完成查
經問題，並主動和我討論查經問
題，分享研經心得，我們對挑戰
題持別有興趣，豐富我們對經文的理解。
感謝神，將鄧牧師遠道從美國帶到我們當中，不辭勞苦地用神
的話語給我們耐心教導，細心提醒，讓我們在神的話語上被建立得
飽足。
參加完「猶大書」體驗坊後，我和丈夫都有一個很深的盼望，
期待明年二月信息查經班的早日開始。

尚有多篇精采學員來稿，歡迎到本會網站瀏覽
www.BibleExposition.org

道會，粵語釋經講座等，並在不同教會的主日崇拜中証道。

感謝神豐富的供應，為將於 2008 年開始的聖經信息查經班預備很合

學習只滿足於偏向某一兩節經文對個人生活上的幫助，很容易引致對經
從不同的角度將經文豐富的講解，例如將敘述文的經文講道用講故事的

語「如何帶領小組查經」工作坊，國、粵語培靈會，國、粵語音樂佈

《聖經信息學院的課程》

恩典，得着信心和力量。

教育理論其中一則提到，經由耳朵學習的果效是 20%，若再經由大腦

重有關經文的解釋，而忽略了經文本身要帶出的信息主題。假如信徒長期
文整體性的理解和應用有偏差，也缺乏對經文整體性觀察。課堂上鄧牧師

感恩：

願榮耀歸給愛我們的天父。

聖經信息查經班 (Cal-Bible Study Class)
聖經信息學院及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將會於 2008 年 2 月為大

求主賜智慧聰明 、健康 及活潑的 靈命給鄧牧師，整理查經資料及研經
課程的安排。並求主為鄧牧師在雪梨事奉期間預備居住的地方。
求主賜能力給講師，將信息講解得清楚明白，賜智慧給組長帶領小組

家 推 出 期 待 已 久 的 聖 經 課 程 及 查 經 班 (Cal-Bible Study Class
[CBSC])。聖經課程及查經班的目的是要幫助弟兄姊妹有系統地查
考及研讀聖經，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討論。

我們也盼望透過這課程幫助一些同工、主日學教師能更有效地
教導聖經。
這是一個持續的查經計劃，會選用《聖經分析排版本》作
教材，按聖經書卷於 2008 年特定 28 週來研讀查考聖經。若要修
讀學分的弟兄姊妹可以選讀查經證書課程。不修讀學分的可以參加

《聖誕新年特價優惠》
簡體字研讀版聖經從 2007 年 12 月 12 日

查經班。請致電本會索取相關章程及報名表格，或直接從本會網站下
載。
有關 2008 年首季其他的各項課程資料，請参閱附頁的綜覽表。

至 2008 年 1 月 31 日特價優惠；

《每週祈禱會》

每本 $55.- (原價 $75.-)，郵費另計。

為了明年各項事工的推動，本會現已展開定期的祈禱會如下：

詳情請電 : 0416-478390。

日期：逢星期二上午十時半至十二時
逢星期四下午七時半至九時
請留意以下日期暫停： 25/12/07, 27/12/07, 1/1/08 及
7/2/08。
地點： Chatswood Church of Christ,

此刊物印製由 West Ryde Medical Center 贊助，謹此致謝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歡迎弟兄姊妹與同工們一起來到神的殿中同心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