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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肆虐下，澳洲政府於三

月中左右頒佈社交禁令。年初開始查考的

《林後》、《提後》查經班就政府的應對措施，已

於三月十二日停止實體聚會，同工們積極籌備將查

經班轉型至網上進行，現定五月四日全面在網上復

課。由於課程剛開始便要休課，所以這期的迴響一

欄暫停刊出，希望大家見諒。謹此祝各位在主裏有

健康的身、心、靈!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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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Patrick Tang

[鄧牧專文]

聖
經信息查經課程第三期第四門課程是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

斯帖記》和《歷代志上》1—9章。這三卷

書和《歷代志上下》都是在主前464年到主

前425年之間的作品。學者們相信《以斯拉

記》和《歷代志上下》都為以斯拉所寫，《

尼希米記》為尼希米所寫，《以斯帖記》的

作者不確定。

《以斯拉記》的主要內容分為兩部

份：(一)記載以色列人被擄後，於主前538
年在所羅巴伯的帶領下第一次回歸重建聖

殿；(二)記載以斯拉這位敏捷的文士，通達

耶和華以色列神所賜摩西的律法書。他在主

前458\7年帶領以色列人第二次回歸，重建

以色列民的信仰和屬靈生命。以斯拉不但定

志考究遵行神的律法，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

色列人(拉7:10)。這是每個牧者，傳道人，

長老，執事等屬靈領袖都該看重的事：研經 

(天天考查聖經)，行道，傳道 (把神的話語

傳開，教導信徒)。我們事奉的基礎與核心

就是神的話語。

《尼希米記》主要內容分為兩部份： 

(一)記載尼希米於主前444年回歸，帶領以

色列民重建耶路撒冷的城牆；(二)記載以

斯拉和尼希米重建以色列民的信心，教導

他們神的律法書，使以色列民悔改，與神重

新立約。尼希米並且重新分配以色列人在耶

路撒冷城的居住。從尼希米身上看到一個

真正屬靈領袖的品質與領導：他的優先次序

(priority)：讀經、禱告、教導；他的異象與

帶領；他的同工團隊及他的聖潔生活。

從《以斯拉記》，《尼希米記》這兩

卷書中，看到神奇妙的保護及帶領。「神施

恩的手」「施恩」這詞，在這兩卷書中出現

了六次 (拉7:9, 28; 8:18, 22; 尼2:8, 
18)。神幫助以色列人完成重建聖殿及耶路

✑ 鄧英善牧師

撒冷城牆。神也幫助以斯拉和尼希米對付

罪，幫助犯罪的祭司、利未人，還有以色列

人民的悔改。

《以斯帖記》記載主前483到473年

間，猶大人在波斯的經歷，這十年的事是發

生在第一次回歸(主前538年)和第二次回歸 

(主前458\457年)之間。當時，在波斯的猶

大人面對要被滅族的大危機。「神」和「禱

告」等這些字在此書中都沒有出現過，但卻

讓讀者清楚看到神是如何藉末底改及王后以

斯帖的帶領，使猶大人蒙神拯救，脫離滅族

的危機。

在研讀《撒母耳記上下》和《列王紀

上下》時，看到《歷代志上》10—29章及

《歷代志下》1—36章對猶大列王的詳細

補充資料。《歷代志上下》的主題與目的清

楚顯明：神的大能及揀選；對以色列人的保

守和恩典；大衛預表耶穌基督是彌賽亞王及

大祭司(詩2,110篇；代上15:25-28;參撒

下6:12-18)。《歷代志上》17:13-14清
楚解釋大衛之約；重點是指向主耶穌基督彌

賽亞的國度(將來千禧年的國度)。《歷代志

上》1—9章的記載是清楚講明主耶穌基督是

大衛的後裔。其中包括《歷代志上》7:1-5
記載以斯拉家譜，《歷代志上》9章則清楚

記載當年回歸以色列人的名字與數目。《歷

代志上》9章的名字與數目給《以斯拉記》2
章，《尼希米記》7章提供了寶貴的補充資

料。

在你基督徒的人生及教會的事奉中，

有否看重有系統的查考聖經？教會領袖的

素質？禱告？聖潔生活？肯對付罪嗎？如何

作屬靈的帶領？你有看到神清楚的保守與帶

領嗎？求主藉這幾卷聖經書卷，使我們更

深的明白作屬靈領袖的素質，有系統的查考

聖經，門徒訓練及帶領教會的重要和基本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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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信息學院院訊]

https://beiportal.
thruhere.net/campaign/
message/OCEyMzM2I-
TY3MDRjYmRiNDQ5N-
zg2MDcwZGExYjg0ZjJ-

jNzU2NWZi

Instagram Account: 
Bible 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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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透過手機鏡頭 
讀取(QR Code)二維條碼 
瀏覽聖經信息學院院訊

各位牧長，長執，同學們平安！

哈利路亞，讚美主!主耶穌已復活。祂復活以

大能顯明祂是神的兒子。(羅1:4)主耶穌是神，祂是

無罪的，祂有資格賜人赦罪之恩。世人都犯了罪，

沒有任可人可以賜赦罪之恩。主耶穌從死裡復活，

證明祂勝過死亡，勝過陰間的權勢。祂真的能賜相

信祂的人永生。我們信靠耶穌的人可以靠主耶穌得

勝。(林前15:54-58)

主的恩典實在是夠我們用。在這2019年底開始

的疫情已打擊了許多國家的經濟，叫許多人失業，

陷入經濟的危機。有許多人也因此喪失了生命。神

允許這疫情的發生，相信有祂的美意。求主幫助我

們在這患難中仰望倚靠神。我們深信神的話語可以

幫助我們。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祂是我的避難所，是我

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詩91:2)

耶和華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

難之日，是我的避難所。(耶16:19)

“避難所”在中文和合本聖經共出現在21節經

文裡，共出現了21次。

求主保守我們：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

飛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

病，叫這災不得臨近我們。(參詩91:5-7)

在這次疫情影響下，世界各地的聖經信息查經

班都被迫停止。雖是如此，神也藉此為我們開了一

個新的管道：藉著各媒體平台如  Zoom, YouTube, 
Facebook等，讓教會及弟兄姊妹可以繼續敬拜，查

經，聚會。這實在是神的恩典。十年前查經課程開

始時都是在教會舉行，後來發展到在團契或家中，

甚至在職場辦公室舉行。現在許多人都在線上藉媒

體平台如  Zoom查經，聚會敬拜。以前都是一個班

或是一個小組在查經，現在有個人申請研讀。開始

的時候都是提供發證書的課程(CBSC)，現在也提

供了不設證書的課程(CBS)。為了面對這樣的轉型

運作，學院重新設計了一個全新的數據庫。現在已

在開始運作中。

過去三週我都有機會在家中藉線上直播講道。

聽道的人有來自美國，香港，澳洲等地的弟兄姊

妹。主的道不被綑綁，不受攔阻；反而替我們打破

了時間，空間的限制

謝謝你們的支持與代禱。在過去這幾個月，主

幫助我作了以下的事工：

1. 修訂完成《聖經信息排版本  –  電子版》分析排

列。現正在等待工程師編寫電子版的程式，希

望出版後，讀者可以在手機，平版電腦，電腦

上閱讀經文。

2. 2020年2月15日推出了“鄧牧信息一分鐘”的

信息分享。在學院的網站或 Instagram上可以

看到。

 https://www.bibleexposition.org/

 Instagram Account:BibleExp

3. 粵語敬拜聚會﹕每主日美西時間下午四時，

藉 Zoom 平台傳講信息。(國語敬拜聚會在計

劃中)(Join Zoom Meeting: https://zoom.
us/j/956626646)

https://www.bibleexposition.org/%E7%B6
%B2%E8%B7%AF%E6%95%AC%E6%8B%9
C%E8%81%9A%E6%9C%83.html

請登入聖經信息學院網站(https://www.bible-
exposition.org/)，留意聖經信息查經課程運作的更

新資料。

代禱事項

1. 為世界和各地聖經信息查經班的班長，組長，

所有學員及家人禱告。求主保守我們身體健

康，靈命豐盛活潑及供應各人一切在經濟上的

需要。

2. 為聖經信息查經課程轉型運作禱告。求主教導

我們有效地使用各種媒體平台，及保守使用者

的私隱安全。

3. 為世界各地教會禱告，求主賜智慧給牧者，在

這特殊情況下有智慧牧養教會。

4. 為世界各國領導人有智慧作出有效對抗疫情的

決定；醫治在患難，疾病中的人得康復。

5. 為聖經信息學院在美國，香港和澳洲的同工禱

告。求主賜智慧來帶領世界和各地的查經課

程。

6. 為鄧英善牧師和師母禱告，求主賜智慧，預備

講道信息；特別是在準備第四期“神學和門訓

的課程”。

7. 為在美國聖經信息學院，在香港和澳洲聖經信

息協會的運作經費禱告。雖然時有不足，但

我們深信主必有預備。線上奉獻聯結https://
www.bibleexposition.org/donation.html

 a. 為美國聖經信息學院 (Bible Exposition 
Institute)奉獻

1) 線上奉獻﹕學員可使用各人銀行線上的

Zelle 轉帳到聖經信息學院的銀行帳戶

 Email Address:  
BibleExposition@gmail.com

 Business Name: Bible Exposition

 Nick Name: BEI (optional)

2) 支票奉獻

 支票抬頭﹕Bible Exposition Institute

 500 Sands Drive, San Jose, CA 95125 
USA

3) 信用卡奉獻

4) 電話﹕1.408.265.8092

5) 電郵Email: bei@bibleexposition.org

b. 為香港聖經信息協會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Ltd. 奉獻

1) 支票奉獻

 支票抬頭﹕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Ltd  
聖經信息協會有限公司

 P.O. Box 72345, Kowloon Central Post 
Office, Hong Kong

 香港九龍中央郵局郵箱72345號

2) 電話﹕852.2307.1228

3) 電郵Email:bes@bibleexposition.org

c. 為澳洲聖經信息協會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奉獻

1) 支票奉獻

 支票抬頭﹕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P.O. Box 1779,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2) 電話﹕61.2. 9482.9857, 0411.318.260

3) 電郵Email: bes.aus@bibleexposition.org

願神賜福你,

願神賜福你 Dr. Patrick Tang, President

聖經信息學院 Bible Exposition Institute



 聚會地點点  林後、提後  拉、尼、斯

	 西南区	 	 	 周一(日间)	国、粤语	 周一(日间)	国、粤语
		 西雪梨华人基督教会	 	 	 24/2/20	~	9/3/20	(3周)	 10/8/20	~	21/9/20	(7周)
	 90	Homebush	Rd	 	 	 4/5/20	~	29/6/20	(9周)	 12/10/20	~	9/11/20	(5周)	
	 Strathfield	
	 NSW	2135

	 西	区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周一(夜间)	国、粤语
	 	宣道会希伯仑堂	 	 	 24/2/20	~	9/3/20	(3周)	 10/8/20	~	21/9/20	(7周)
	 51	Hawkesbury	Rd		 	 4/5/20	~	29/6/20	(9周)	 12/10/20	~	9/11/20	(5周)	
	 Westmead	
	 NSW	2145

	 北	区	 	 	 周一(夜间)	粤语	 周一(夜间)	粤语
	 Chatswood	 	 	 24/2/20	~	9/3/20	(3周)	 10/8/20	~	21/9/20	(7周)
	 Church	of	Christ	 	 		 4/5/20	~	29/6/20	(9周)	 12/10/20	~	9/11/20	(5周)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周二(日间)	粤语	 周二(日间)	粤语
	 NSW	2067	 	 	 25/2/20	~	10/3/20	(3周)	 11/8/20	~	22/9/20	(7周)
	 	 		 	 	 5/5/20	~	30/6/20	(9周)	 13/10/20	~	10/11/20	(5周)	 	

	 南	区	 	 	 周二(夜间)	粤语	 周二(夜间)	粤语
	 华人恩典基督教会	 	 		 25/2/20	~	10/3/20	(3周)	 11/8/20	~	22/9/20	(7周)
	 1A,	Kensington	St	 	 	 5/5/20	~	30/6/20	(9周)	 13/10/20	~	10/11/20	(5周)
	 Kogarah		
	 NSW	2217

	 西北区	 	 	 周三(日间)	粤语	 周三(日间)	粤语
	 播道会活石堂	 	 	 26/2/20	~	11/3/20	(3周)	 12/8/20	~	23/9/20	(7周)
	 5-7	Castle	Hill	Rd	 	 	 6/5/20	~	1/7/20	(9周)	 14/10/20	~	11/11/20	(5周)
	 West	Pennant	Hills			
	 NSW	2125

					 西北区	 	 	 周四(夜间)	粤语	 周四(夜间)	粤语
	 澳洲华人宣道会迦南堂		 27/2/20	~	12/3/20	(3周)	 13/8/20	~	24/9/20	(7周)
	 2/4	Gladstone	Rd	 	 	 7/5/20	~	2/7/20	(9周)	 15/10/20	~	12/11/20	(5周)
	 Castle	Hill		 	
	 NSW	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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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信息查经班		
Cal-Bible	
Study	Class	
(C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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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课程可自选地点及	
时段参加			
日间	:上午10:30	至中午12:30		
夜间	:	晚上	7:30	至晚上	9:30

讲师：邓英善牧师	(媒体播放)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2019/20年度上半年收支簡報

 1/07/2019- 1/07/2018- 
 31/12/2019 30/06/2019 
    $                       $

學費及售賣聖經收入 4,820.00 13,234.55

奉獻 38,935.80 74,517.34

其它收入 1,444.18 4,165.47

總收入 45,199.98 91,917.36

銷售成本及開支 44,719.45 103,433.73

營運盈餘/(不敷)  480.53  -11,516.37

[財政簡報]

[協會消息]

如有感動，在金錢上支持本會 
推動信徒讀經運動，可用以下奉獻方法:

1.  請以支票抬頭Cheque payable  
“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 寄回本會。

2.  可直接存入本會銀行帳號，收條寄回本會。

Bank :  
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Branch : Hornsby East Side NSW
BSB: 032285   A/C No. 302665

在
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明朗情況下，原定本年九月鄧

英善牧師到訪的聚會安排，逼於取消。祈盼明年

重新安排鄧英善牧師來澳洲的行程，並配合協會十五

周年的慶典，請留意日後公佈的消息。

以上日期和地點的安排，日後如有變動，將在查經班另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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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保守有240人報讀的《林後》、《提後》課程, 由於政府因應疫情禁

止實體聚會，現要改在網上進行，願各同工能有效運用網上平台，及學員

適應新的學習模式，並保守網上私隱安全。

• 求神保守帶領在悉尼、墨爾本、阿德雷德及柏斯等地的查經班繼續進行，

挑旺學員對神話語的渴慕，也希望能在澳洲其他城市的教會得到推廣發

展。

• 求神親自吸引更多人報讀於 10/8/20  開始的《拉、尼、斯》研讀，一同在

至聖真道上造就自己，並興起新同工。

• 求神帶領協會和悉尼及其它澳洲城市的眾華人教會能彼此配搭，同心合意

推動有系統的讀經運動，建立生命。

• 求神感動弟兄姊妹在行動上、禱告上、經濟上回應協會各樣的需要。

[感恩代禱事項]

P.O. Box 1779,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Mobile: 0411 318 260  
Email: BES.AUS@ bibleexposition.org

www.bibleexposition.org
版權所有 免費贈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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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問牧師： 
張明俊牧師、鄭智斌牧師 
謝友德牧師、羅勵鵬牧師

董事會

主席： 鄧英善牧師 

義務文書： 陳梁璧儀

義務司庫： 林譚美莉

委員： 劉國楨、余大峰 、伍志強

幹事： 曾雪莉

義務法律顧問： 周傑輝律師 

義務核數師： 楊劍標弟兄

編輯委員會： 林譚美莉、曾雪莉

讓您輕鬆透過手機鏡頭 
讀取(QR Code)條碼 

瀏覽有關聖經信息協會網頁  
www.bibleexpositi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