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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論

1. 《以弗所書》告訴我們在基督裡，我們有豐盛的生命。有

豐盛的生命，當然也有豐盛的生活。豐盛的生活其中一個

表現，便是有智慧的人生，行在智慧中。有智慧的人，是

一個能按神的旨意作人生決定的人。在家庭，丈夫和妻子

若能按神的旨意，便能活出神給我們的崗位，那是一個和

諧的家庭生活。家庭裡若要和諧，夫妻要作一個重要的決

定，同心合意帶領全家事奉耶和華。約書亞給我們一個很

好的榜樣，他從摩西的教導中，明白神的要求。

2. 當以色列人經過了四十年曠野的流浪，將要進迦南應許地

的時候，神藉摩西把祂的要求對以色列人說明：神要的是

以色列人敬畏神，遵行祂的道，愛祂，事奉祂。

I.  神的要求與賜福（申10:12-13）

A. 神的要求

 1. 敬畏耶和華神

 2. 遵行祂的道

 3. 愛祂

 4. 盡心、盡性事奉祂

 5. 遵守祂的誡命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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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原來敬畏和事奉神是一個選擇。

  約書亞的選擇是基於神給他們的應

許、拯救、保護、帶領。他是深深

地經歷到神的信實，深被神感動而

作出的決定。

 2. 約書亞的選擇不是個人的選擇，乃

是全家的選擇。

 3. 約書亞代表他的全家，作出這個選

擇。家庭裡屬靈帶領的責任，是在

丈夫身上。

III. 「敬畏」和「事奉」的意思 

(參創22:11-14)

A. 敬畏的意思

 1. 英文是 fear, be afraid, stand 
in awe of, reverence, honor, 
godly fear, inspire reverence。
帶有尊重和懼怕的意思。

 2. 從亞伯拉罕獻以撒的經歷中，敬畏神

是把神放在首位，放在一生中最重要

的地位上。完全的順服祂，聽從祂的

話，及信靠祂(祂的供應）。

 3. 敬畏神的好處，包括：

  a.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箴9:10; 詩111:10）

B. 神的賜福

 神要以色列人敬畏祂，事奉祂是要賜福

給他們。

 神沒有用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地，

卻使用約書亞帶領他們進去。《約書亞

記》記載以色列人攻取迦南地及分配迦

南地，在這地上居住的經過，約書亞在

年老的時候，在迦南地裡向以色列人表

白自己的選擇。

II. 約書亞的選擇 (書24:14-15)

A.  約書亞給以色列民一個選擇﹕

 若是你們以事奉耶和華為不好，今日就

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

 o 是你們列祖在大河那邊所事奉的 

神呢？

 o 是你們所住這地的亞摩利人的 

神呢？

 以色列人若要選擇敬畏事奉神，他們

要：

 1.  誠心實意地事奉祂

 2. 要將他們列祖在大河那邊，和在埃及

所事奉的神除掉，去事奉耶和華。

 無論他們如何選擇 --

B. 約書亞和他的家，選擇敬畏事奉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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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敬畏祂的，祂必成就他們的心

願，也必聽他們的呼求，拯救

他們。(詩145:19)

  c. 敬畏 ，投靠 的人， 為

他們所積存的，在世人面前

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 

(詩31:19）

  d. 以敬畏耶和華為樂（賽11:3)；
以敬畏耶和華為至寶（賽33:6）

B. 事奉的意思

 服事神，遵行神的旨意，作成神交託

我們的工作。今天神的旨意是在建立

教會（太16:13-20），所以，今天

教會當前的任務是傳福音，裝備信徒 

(太28:19-20;弗4:11）。

結 論

1. 你和你的全家，是否決定敬畏事奉神？

有甚麼實際的表現、行動？

2. 你愛神嗎？是否全心全意信靠祂？

求主幫助我們從《加拉太書》、《以弗所

書》和《腓立比書》明白在基督裡的自由、

在基督裡的豐盛、在基督裡的喜樂。既然有

了這樣的豐滿，求主幫助我們好像約書亞那

樣，作一個全家明智的決定 –– 全家選擇

事奉耶和華。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書24:15下）

✑ 鄧英善牧師

Dr. Patrick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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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色列民在波斯時代回歸後，聖經中的

歷史好像停頓了下來。這空白歷時

四、五百年，而期間又並非是太平的日子，

反而是政局動盪，外邦政權此起彼落。神的

默示也好像終止了。

究竟以色列民所引以為傲的諸約和應

許將何日實現？那些素常盼望神國的人要等

候到甚麼時候呢？他們生活在近乎絕望無助

中，日復日、年復年。神是否忘了祂的百

姓？這黑暗長夜何時才現黎明？此時此地，

神的國和人世間好像是兩個獨立體系，互不

相干；從現實中，眼見又似是如此。

及至時侯滿足，路加記述序幕從聖殿

揭開。那時，殿的內外一切禮儀如常進行，

祭司在殿中事奉，百姓在外面禱告。祭司撒

迦利亞按班次履行職份，等候製籤進聖所，

他亦深知這機會可能是一生無望，正如以色

列一代、一代的過去，未嘗得見彌賽亞的影

縱。殊不知這次，他夢寐以求的機會來了，

進內燒香的時候，忽然在香壇旁，天使向他

顯現報喜，告訴他要生一個兒子，取名約

翰，要作主的開路先鋒。

[迴 響] 

半年後，天使又向童貞女馬利亞顯現報

喜，告訴她要聖靈感孕生一個兒子，取名耶

穌，祂是神的兒子、是舊約應許的彌賽亞。

天使喜訊頻傳，報告神要介入人間，最

後接喜訊的是牧羊人，天使告訴他們這大喜

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就是救主已降生了，

霎時間一大隊天兵的歌聲響徹雲霄，劃破黑

夜長空，終止了數百年的死寂。

然而此燦爛的歷史性時刻，就在當代

極多數人毫不知情下，靜悄悄地在小城伯利

恆的一個馬槽裡發生。且在日後，當代的宗

教領袖及大多數人也不相信耶穌就是神的兒

子、舊約應許的彌賽亞。

可見主耶穌甚麼時候降世？怎樣降世？

向誰宣佈？完全是出於神主導的救恩計劃，

有神的主權，也有神的憐憫，正如撒迦利亞

在頌歌中所言，是神眷顧祂的百姓：

「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

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

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路1: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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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 響] 

我
參加聖經信息協會查經班的學習已有

一年多了，隨著課程的安排，我和組

內的弟兄姊妹一同仔細研讀了「使徒行傳」

和「利未記」，現正在學習“路加福音”。

我通過這一段時間的學習，覺得自己對聖經

中的經文理解和神的教誨有更深的領悟，不

單靈命在成長，生命也更新改變。

在學習「使徒行傳」時，看到使徒們

被聖靈充滿，大有能力，全身心服事神，順

服神，為神的救贖大計，對福音的廣傳；吃

苦、坐監、被打、捨身赴死⋯⋯，我內心受

到震撼、感動、內疚、慚愧⋯⋯。我現在白

白地領受主的救恩，舒舒服服地作基督徒，

將來會如何面對神呢？我為主的大使命操

過多少心，出過多少力？我開始思索這些問

題，覺得特別是像我這樣年長的人，更應該

珍惜時間，將自己完全擺上，將生命交主掌

管，求神差遣和使用。

當我研讀「利未記」時，不單看到“聖

潔”的重要性；也看到是神對信徒如何過聖

潔的生命與生活的提醒。“你們要聖潔，因

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利19:2)
這是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我們是屬神的，

神是聖潔的，我們必須聖潔。「利未記」教

導以色列人，如何敬拜事奉神；如今我們在

新約時代，我們也不需要按舊約時獻上羊羔

贖罪，也不需要遵守飲食節期等法則外表的

儀式。我們是藉著基督耶穌獻上自己成全律

法、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祂不僅赦免我們

的罪，讓我們在基督裡得後嗣的名份，與神

和好，作神兒女享受永生。

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後書7:1“親愛的弟

兄啊！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當潔淨自己，

除去身體、靈魂一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

成聖。”所以基督徒不僅當竭力除去種種

罪慾，身心上的種種玷污，亦須具有好的品

德，行事為人要為主所悅納，始能作無愧聖

潔的子民，榮耀我們偉大的神。

感謝神！我這一年多經歷祂奇妙帶領，

讓我透過研經享受與神親近，我很喜愛這種

形式的查經，先要在家作功課，再到查經班

分組討論、分享各人對經文的領受，最後由

鄧牧師全面深入地講解經文，這不僅加深了

對經文的認識和理解，有不明白的地方也得

以弄清楚。

在我小組的每位組員，不僅有渴慕神話

語的心，也有彼此相愛的心。在組裡我是長

者，當我有不適或有咳嗽時，立即有姊妹噓

寒問暖，奉上藥片，還有姊妹送上溫水；更

讓我感動的是，每次去查經都有鍾先生夫婦

開車接送我。我在感謝神的同時，也求神幫

助我學習付出我的愛。

✑ 周超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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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得幼年參加主日學的聖誕劇演出時，

總希望被選上當馬利亞的角色；因為

既不用扮小羊在台上爬來爬去，也可抱著洋

娃娃成為全場的焦點；然而，馬利亞的遭遇

當真令人羨慕嗎？

路加福音一章廿六至卅八節記載了天使

加百列向馬利亞預告耶穌基督的降生，天使

宣告：她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至高神的兒

子──耶穌將要藉她而生。當時馬利亞的反

應是既驚慌又遲疑，因為她不明白天使向她

問安是甚麼意思，也不明白她既未出嫁又如

何生子？其實馬利亞正處於兩難之間：就是

遵行神的旨意抑或是逃避人的羞辱。馬利亞

是敬虔的女子，當然樂見神的救贖計劃在她

身上成就，但她又如何面對社會的壓力、家

庭的壓力、未婚夫的壓力、甚至被公開羞辱

和處死的壓力。這是一個沉重的使命，她誠

實地對這宣告提出質疑，但當她從天上得著

答案：就是至高神要以祂滿有能力的說話來

成就這一切的事，她便完全順服在神的旨意

中，憑信心接受揀選，成為神合用的器皿。

為甚麼馬利亞能甘心情願選擇走上這條

付代價的道路，服在神的主權底下呢？我深

信是由於馬利亞擁有以下的屬靈素質：

✑ 安

[迴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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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一顆對神話語信靠的心──當加百

列解釋：「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

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神的

兒子。」（路1:35）她便相信全權全能神的

應許和祂話語永恆常存的能力，因為「出於

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她也深信

神必為自己所作之事負責到底，她只管踏出

信心的一步，神會照管餘下的。誠然神介入

了這事，我們在馬太福音讀到主的使者向馬

利亞的未婚夫約瑟說話，告訴他馬利亞所懷

的孕是從聖靈來的，更吩咐他把馬利亞娶過

來，這樣便解決了她婚姻上的危機。

她有一顆願為主付代價的心──馬利

亞並沒有像摩西般自貶或找藉口推搪神的揀

選。雖然她知道接受這使命後需要付上頗沉

重的代價，她會被歧視、被誤解、甚至會喪

命；但她仍願意放下自尊，成為救主基督道

成肉身來到世上的貴重器皿。

她有一顆甘願順服的心──馬利亞的

順服是甘心樂意地為主犧牲，沒有作難，沒

有勉強，更沒有硬著頭皮，英雄式的一鼓作

氣、從容就義。她不作無謂的爭論，只說：

「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

上。」（路1:38）

她有一顆尊主為大的心──馬利亞認識

神的至高至榮，也意識到自己的卑微，她體

會到神是掌管一切的權能者，而她只是神的

使女；神在她身上有絕對的主權，她惟一可

作的就是順服。

馬利亞回應神的呼召，走上順服的道路

並非一次了結，乃是一生需要學習的功課，

她所付上的代價也是大的。天使加百列向馬

利亞問安的第一句話是：「蒙大恩的女子，

我問你安，主與你同在了！」（路1:28）但

在人看來，終馬利亞一生都似乎與「蒙恩」

扯不上關係；她未婚懷孕、遭受族人的歧視

唾棄、為避希律的追殺而逃亡、生活貧苦、

更慘痛的莫過於正如西面所預言的：「你自

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路2:35下）親眼

看著所愛的兒子被釘於十架上⋯⋯然而馬利

亞縱然了解她順服之路不會平坦，兼且困難

重重，但她仍高聲歡唱：「我心尊主為大，

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路1:46-47）

深信她對神無偽的信心與倚靠便是得蒙

悅納的原因，所以「萬代都要稱她有福」。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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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在世會經歷到很多高高低低；然

而，我們要做到在基督裡大大喜樂、

凡事謝恩、凡事信靠、一無掛慮等，都不

是一朝一夕能學會的功課，更不能靠個人

的努力。

我從青年信主至今已有四十多個寒暑，

除了主日崇拜外，一直有積極地參與不同的

查經班，細胞小組，團契和門徒訓練等等。

在靈修方面總是忽冷忽熱，一般都沒有用心

的渴慕去親近主，有時甚至是公式化。隨著

年紀的增長，看到身邊的人事變遷，世界災

難等等，真能體會到詩人所講的凡事都是虛

空，這地上的一切一切都會成為過去。但聖

經的話語再一次提醒我，我的人生不能再這

樣糊塗下去，要從新振作起來，因為要收的

莊稼多，作工的人少。

2012年，我參加了聖經信息協會的查

經班「使徒行傳」研讀，決心要天天考查聖

經，要好好明白、體貼主的心意。查經班是

透過鄧牧師很有系統編寫的題目研習及鄧牧

師信息講解，帶領我們看到使徒保羅如何重

生得救，他忠心耿耿獻上生命被主使用。保

羅的事主生涯並不好過，不只受牢獄之苦，

佈道旅程更驚險重重，但不管落在任何境況

下，遭受棍打、或遇風暴、或被蛇咬，保羅

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也常常倚靠聖

靈放膽傳道，興旺福音，建立教會，見證主

恩，這正是我們要學習的榜樣。

鄧牧師又帶領我們查考祭司手冊「利

未記」，這卷書讓我們明白神是聖潔的神，

祂看重我們與祂的關係，我們的一切言行都

與神的聖潔有關，我們既是君尊的祭司，就

要作榮耀神的事，不可作叫神的名受虧損的

事；我們要全心全意的敬拜和倚靠神，把祂

放在首位。我們不單把自己獻上，也要把兒

女獻上，求主使用，教導兒女一生跟從主，

尊主為大。

當我用心將聖經一卷一卷地考查，發覺

我的事奉更有力量，充滿喜樂，愛主愛人的

心日益加增，更能明白活著是為主基督的道

理，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神。

✑ 盧鄭碧瑩

[迴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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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班課程] 好消息！聖經信息查經班的新舊學員，現在可
以在網上報讀所有聖經信息協會在各地方舉辦的課程。

以下是一些簡易步驟提供給聖經信息查經班(澳洲)的學員作參考： 

(1) 在聖經信息協會的網頁 (http://www.bibleexposition.org/) 中，可以點擊 * 網上

報名連結來開啟新的一頁，名為報讀聖經信息查經班CBSC Enrollment System.

(2) 在報讀聖經信息查經班CBSC Enrollment System 的

網頁上，請點擊  查經課程報名連結來顯示不同地區(例如：

美國，香港，澳洲，台灣)；請點擊  澳洲連結來開啟新的一

頁，報讀聖經信息查經班在澳洲主辦的課程。

新的一頁會列出所有聖經信息查經班在澳洲主辦的課程。學

員可登入查詢報讀狀況，任何報名者，請先選擇所報讀的課

程後點擊 ，新的一頁會開啟如下：

(3)  學員只要登入網絡報

名系統便完成。如選擇

非學員，則須要填寫個

人資料，(例如：中文姓

名，英文姓名，電話，電

郵，性別，教會名稱，年

齡組別)。如須要更多資

料，請與聖經信息協會

幹事Shelley Zeng 姊妹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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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鄧英善牧師 (現場講解或看DVD)

Cal-Bible Study Class (CBSC)  可自選地點及時段參加

聚會地點 時 間 　　　　　　　　　　　　　日 期

 日間:上午10:30至中午12:30

 夜間:晚上7:30至晚上9:30 路加福音 加、弗、腓   

北區 週一(夜間) 25/2/13 ~ 8/4/13  (6週) 29/7/13 ~ 9/9/13  (7週)
Chatswood 粵 語 6/5/13 ~ 17/6/13  (6週) 14/10/13 ~ 11/11/13  (5週)
Church of Christ
365 Victoria Aveune, 週二(日間) 26/2/13 ~ 2/4/13  (6週) 30/7/13 ~ 10/9/13  (7週)
Chatswood, NSW 2067 粵 語 7/5/13 ~ 11/6/13  (6週) 15/10/13 ~ 12/11/13  (5週)

西區 

宣道會希伯崙堂 週一(夜間) 25/2/13 ~ 8/4/13  (6週) 29/7/13 ~ 9/9/13  (7週) 
51 Hawkesbury Road, 國語、粵語 6/5/13 ~ 17/6/13  (6週) 14/10/13 ~ 11/11/13  (5週)
Westmead, NSW 2145 

西南區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週一(日間) 25/2/13 ~ 8/4/13  (6週) 29/7/13 ~ 9/9/13  (7週)

90 Homebush Road, 國語、粵語 6/5/13 ~ 17/6/13  (6週) 14/10/13 ~ 11/11/13  (5週)
Strathfield NSW 2135 
 

查經班將於下半年一口氣查考三卷保羅書信，【加】、【弗】、【腓】

《加拉太書》– 在基督裡的自由

《以弗所書》– 在基督裡的豐盛

《腓立比書》 –在基督裡的喜樂

我們是藉信稱義。藉著信耶穌蒙神稱為義後，我們應該如何過基督徒的生活？ 

保羅這三封書信：《加拉太書》、《以弗所書》和《腓立比書》特別給我們寶貴的教導 -- 

基督徒要有堅固的信仰根基，才可以活出神所賜給我們豐盛的人生及滿足喜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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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地點 時 間 　　　　　　　　　　　　　日 期

 日間:上午10:30至中午12:30

 夜間:晚上7:30至晚上9:30 路加福音 加、弗、腓   
 

南區 

華人恩典基督教會 週二(夜間) 26/2/13 ~ 2/4/13  (6週) 30/7/13 ~ 10/9/13  (7週) 
1A, Kensington Street, 粵 語 7/5/13 ~ 11/6/13  (6週) 15/10/13 ~ 12/11/13  (5週)
Kogarah, NSW 2217 

西北區 

播道會活石堂 週三(日間) 27/2/13 ~ 3/4/13  (6週) 31/7/13 ~ 11/9/13  (7週) 
5-7 Castle Hill Road,  粵 語 8/5/13 ~ 12/6/13  (6週) 16/10/13 ~ 13/11/13  (5週)
West Pennant Hills NSW 2125 

西北區 

澳洲華人宣道會迦南堂 週四(夜間) 28/2/13 ~ 4/4/13  (6週) 15/8/13 ~ 26/9/13  (7週) 
2/4 Gladstone Road,  粵 語 9/5/13 ~ 13/6/13  (6週) 17/10/13 ~ 14/11/13  (5週)
Castle Hill, NSW 2154

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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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預告] 

鄧英善牧師將於七月份重臨悉尼，主領兩場培靈會

 粵語培靈會 國語培靈會

日間 七月十九日(星期五)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時間 下午七時半至九時 下午七時半至九時

地點 Chatswood Church of Christ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365 Victoria Avenue,  90 Homebush Road,  
 Chatswood, NSW 2067 Strathfield NSW 2135

請預留時間參加，同沐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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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使用鄧英善牧師於7月份首次在紐西蘭主領的12/7培靈會、13/7佈道大

會，及在悉尼主領的19/7粵語培靈會，20/7同工退修營，21/7國語培靈會，

使聚會能領人歸主及造就教會。

• 求神帶領2013年下半年《加、弗、腓》的報名工作，吸引更多弟兄姊妹報讀。

• 求神帶領協會和悉尼及其它澳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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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神預備查經班各班的事奉人手，特別預備足夠正、副組長帶查經。

• 求神感動弟兄姊妹在行動上、禱告上、經濟上支持BESA 的各樣需要。

[感恩代禱事項]

Suite 228, Level 3, 813 Pacific Hwy.,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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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02) 8021 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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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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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委員會： 林譚美莉、曾雪莉

[財政簡報]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1/7/12-31/12/12 收支簡報
學費及售賣聖經收入 $9,431.98
奉獻 $27,931.05
其它收入 $12.07
總收入 $37,375.10
銷售成本及開支 $45,637.66
全期不敷 ($8,26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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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