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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Henry 為美國爭取獨立的時候說﹕“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寧

死」，可見自由的寶貴。有人認為做基督徒沒有

自由﹕不能抽煙，不能喝酒，不能作這個，不能

作那個……。其實，在基督裡的真自由乃是有內

在的能力可以選擇不作這些。相反的，對一個不

認識基督能力的人，他選擇抽煙，喝酒，一旦上癮，被這個習慣控

制著，他還有自由可以不去作這些嗎？對一個酗酒的人，他是否真

的有自由可以隨意放下他的酒杯？

相信沒有人會拒絕自由。基督徒如何看自由？會否珍惜在基督

裡的真自由？是否真的能活出在基督裡的真自由？保羅帶著沉重的

心情寫加拉太書。當時那些已經在基督裡因信稱義的外邦信徒，受

到猶太教狂熱分子的攪擾，竟然開始要離開基督之恩，純正的福音

(參加1:1-10)。他們同意這些猶太教狂熱分子的要求﹕外邦人要得

救是因信稱義加守律法，守割禮。請留意，這些人不是反對「藉信

稱義」，乃是在藉信稱義的基礎上「加上行為」。

人能在 神面前稱義是因基督耶穌的救贖，是藉著信心接受 神的

恩典，蒙 神稱義。這個救恩是完全不用靠人的行為。「你們得救是

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也不是出

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弗2:8-9)有學者統計過，在聖經裡有一

百多節經文清楚講明人蒙 神稱為義是藉著信心 (絕對不需要加甚麼行

為；參創15:6; 哈2:4; 約1:12; 3:16-18, 35-36; 5:24; 20:31; 羅
1:16-17; 3:24-25, 30; 4:23-24; 加2:15-16; 約壹5:12-13等)。

[主席的話] 
在基督裡的真自由  1

[迴響] 
神話語多寶貴	 2	
神答允了我	 3
沒有附加條件的救恩	3

[分享文章] 
恩雨 4

[事工介紹] 
聖經信息查經班	 6

[課程預告] 
聖經信息查經班	 8
研經證書課程	 9

[專題講座] 
「聖靈論」 10      

[其它聚會] 
樂事圍浸信會	

讀經培靈聚會	 11
感恩代禱事項	 12

✑ 鄧英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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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話]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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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事： 曾雪莉
編輯委員會： 林譚美莉、曾雪莉

[12]   Newsletter 2008/April Issue 4

1. 感謝 神的帶領!2008年聖經信息協會(澳洲)事工有進一步發展。在2、3月
期間，鄧英善牧師在悉尼首次舉辦了粵語「加拉太書」、「以弗所書」和

國語「加拉太書」的研經証書課程，合共有80多人次來自15間教會的弟兄

姊妹參加，讓參加的弟兄姊妹在 神的話語上進深。

2. 感謝 神!2月26日開始了粵語聖經信息查經班，首卷「加拉太書」以十四個

星期詳細查考，並透過相關的書卷，更深認識保羅所強調在基督裏享受的

真自由。有80多位來自17間教會的弟兄姊妹參加，彼此在 神的話語上勉勵

學習，生命影響生命，建立在主裏的情誼，願 神繼續堅固保守眾人的心。

3. 祈求 神保守帶領聖經信息協會(澳洲)和悉尼眾教會能彼此配搭,同心合意

推動信徒讀經運動，建立生命，榮 神益人。

4. 求主帶領聖經信息協會在澳洲、香港、美國各地事工的發展，在聖經教導

上能造就弟兄姊妹，愛慕研讀 神的話，心意更新，討 神喜悅。

5. 請為鄧牧師和師母在8月期間再次來悉尼帶領各聚會代禱。求 神賜他們有

活潑的靈命，忠心傳講 神的話，並保守鄧牧師和師母路途的平安和有健康

的身體事奉 神。

6. 請為8月份鄧牧師主領的研經証書課程、讀經營、佈道會、培靈會、查經

班等禱告。求 神的愛吸引更多弟兄姊妹和慕道者參加適合他們的聚會。

[感恩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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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觀察到人們為了保住一份工作，一定

要清楚該份工作的要求，並且認真地

按照規定去做。大多數的人都會想方法去

討上司的歡心，絕對不會故意怠慢，更別

說公開挑釁上司。許多人願意為了保住飯

碗而忍氣吞聲，這一切的努力，不過是為

了此生極短暫的客旅生活而打算。

在基督徒群體中，我又觀察到一種普

遍存在的奇怪現象，就是許多人並不太在

意聖經的教導。其實，聖經是創造主和救

主給我們的指示，對我們有永恆的價值。

永恆價值和今生需要的差異，可說是天壤

之別。可是不少基督徒對聖經的態度卻表

明，他們根本就不懂得兩者孰輕孰重。許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趙雪雲傳道

[迴 響]接上頁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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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基督徒不讀聖經，有些讀了也是敷衍了

事，這裏一句，那裏一句，對整本聖

經的內容不甚了了，也毫不在乎。另有

一些人雖然知道聖經的內容，卻拒絕遵守聖

經的教導。願意為了順服 神而吃苦者，則不

多見。我為著這樣的狀況深感悲痛！

然而，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渴慕 神的

話語，並願意遵行和教導別人，可是卻常常

不得其門而入。他們往往發現讀不懂聖經，

更不知道如何把聖經教導別人。我曾聽過很

多弟兄姊妹有參加英文的查經團契，當中許

多人的生命因此而得到造就，成為合 神使用

的器皿。我曾盼望這麼好的查經團契也能用

國語進行，因為有許多說國語的弟兄姊妹，

沒有足夠的英語能力去參加。可是得到的回

答，是這些英文的查經團契並沒有開展國語

事工。

正在這時，我瞭解到聖經信息協會 

(澳洲)的異象和事工，並參加了鄧英善牧師

於2007年10月假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舉辦的

國語釋經講道和查經工作坊。我體會到這樣

的事工正可以推動國語基督徒群體學習、實

踐和教導聖經。加上鄧牧師對 神話語的豐富

領受和教導恩賜，可以通過眾教會牧者、領

袖、教師和各位弟兄姊妹的積極配合，造就

主的肢體，拓展 神的國度。

我盼望看到基督徒們都能重視聖經，認

真學習、實踐和教導 神的話，不致辜負 神

的心意。這是我心靈深處不住的祈禱。✟

加拉太書給我們寶貴的信息，是

我們在基督裡有真自由，因為耶穌基

督把我們從罪惡及律法中贖出來(加

1:4；3:13; 4:4-5)，並賜下聖靈給信

祂的人(加4:6-7)。

這是何等的恩典！我們對加拉太

書的信息認識有多少？感謝 神的恩

典，祂讓我們在澳洲悉尼開始了聖經

信息查經班，現正查考加拉太書。有

80多位來自悉尼17間教會的弟兄姊妹

一起做功課，一起討論，一起聆聽講

解，歡迎你也來參加這個查經班。✟



神的恩言就像

那黑門山上的甘露，

降在錫安山上。

點滴聚注成活水江河，

時而分流，時而匯集。

這邊廂流水淙淙，

那邊廂拍岸滔滔。

川流不息，浩浩蕩蕩，

灌阡陌、潤大地，

足跡所遍，生機湧現。

乍見花蕾綻放，果子初熟，

便知豐收在望。

天降甘霖，恩澤萬民，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分享文章]

「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

    卻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實，

                使撒種的有種，

                使要吃的有糧。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決不徒然返回，

    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 小雨點

以賽亞書 55:10-11

經文取自聖經分析排版本

註：當 神的話語被看重，被奉為每天不可少的靈糧的時候，復興便來到。無論是個人、小組、全教

會甚至全城的讀經運動，皆會締造信徒生命改變。其感染力可以使信徒間有相互的正面影響，甚至

可以領更多人歸主，使 神的國度得以大大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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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一直以來都渴慕能有系統性地查考聖

經，過去曾參加過小組查經班、一日

研經課程和英文聖經班等。但可能由於自己

的程度及理解能力不足，對於查考聖經及每

日靈修都感到乏味。

感謝 神！當我為這事禱告後不久，便

得知澳洲聖經信息協會在今年二月中開辦

日、夜間查經班。透過課程所提供的資料和

習作，使我有步驟地查考經文，並引導我明

✑ 石玉嬋

當
我們能夠正確掌握聖經

的真理和清楚了解救恩

的真諦後，才可以有效地廣

傳福音及造就更多的屬靈的

領袖。聖經信息學院舉辦的

加拉太書研讀課程，不單只

是教導聖經的信息，更藉著

研讀聖經，再次挑旺信徒對

讀 神話語的熱忱。同時也為

福音事工裝備合宜的工人。

粗略回顧今年二月份的

《加拉太書》研讀課程，鄧

英善院長留給筆者最深刻的

信息包括﹕聖經的權威，救

恩的代價以及救恩的普及。

在沒有充份理解聖經之

前，很多人誤以為經文的差

異是由於錯謬。另有些人在沒

有明白經文涵義之前，對解

釋經文妄下結論。鄧院長指

出，聖經裡面說桌子就是桌

子，凳子就是凳子。若沒有

明文解釋經文寓表涵義，隨

意解經不是正確的讀經態度。

而且容易造成曲解真理。

因信稱義當中，人的

信，不具備任何可誇的功勞。

救恩是完完全全的恩典，絲毫

沒有人為因素。人靠行為賺

取救恩，是古今人們的錯誤

思維。

全能主的公義和慈愛，

在十字架上彰顯。新約時代的

救恩，是因信稱義，舊約時

代的列祖也是因信稱義。猶太

人如是，外邦人亦如是。

藉著認識聖靈，認識真

自由，我們認識到聖經真理

的寶貴。 ✟

[迴 響]

白課題中心。習作上的問題更能引發我思

考，在小組討論中，我有很多機會參與，其

後再聆聽鄧牧師深入淺出的講解，更加深印

象。在查經班所領受的，有助我的個人靈修

和帶領教會內的小組查經。

感謝 神美好的預備，讓我有飢渴慕義

的心去尋求真理，在  神話語中建立成長。

求天父看顧保守鄧牧師每次在路途上的孤單

辛勞，並賜牧師有健康身體為主作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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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信息查經班的目的：

A. 推動華人信徒個人讀經的

習慣

 讀經、禱告是信徒靈命成

長不可缺少的操練。庇哩

亞的信徒對聖經有一個順

服渴慕的心，甘心領受；

更有一個求知的心，要知

道這道是與不是。他們

耐心及恆心地天天查考聖

經，把信仰基礎以第一手

資料建立在對聖經的認識

上。(徒17:11) 

[事工介紹]

 天天讀經可以幫助我們﹕

 1. 直接、正確及全面地

認識 神(參太16:13-28;
弗1:15-23)

 2. 靈命成長，更趨成熟

(來6:1)
 3. 按正意分解真理，維

護真道，並可隨時隨

地以真道教導別人(

提後2:15;猶3節，彼

前3:15)

B. 推動華人信徒小組查經

運動

 查考聖經是教會建立信徒

的一個重要基礎。信徒在 

神的話語上有根有基，對

於成長和事奉都有幫助。

查經不是講道(不是只有

帶領人在講話)，也不是

聽道(不是參加的人在聽

別人講話)；而是要讓參

與者從經文裡直接看到信

息，並鼓勵他們從討論中

更清楚認識經文的內容。

求主在教會中興起一群熱

愛研讀及遵行主道的信

徒，同心按 神的心意事

奉，興旺福音。

C. 訓練帶領查經的組長

 良好的查經班，必須要有

一班肯讀經，有教導恩

賜，又願意拿出時間來帶

領查經的領袖。這些組長

必須有一個追求的心志，

願意接受訓練(參加聖經

課程及預查的時間)。許

多時候，教會的查經班未

能組織起來，最主要的原

因是不知道如何訓練帶領

查經的組長。聖經信息查

經班將提供帶領查經的訓

練及實習的機會。

這
是專為教會提供的一個中文查經班，幫助弟兄姊妹培養天天查

考聖經的良好習慣(徒17:11)，及建立一個有質素的查經班。

該課程要求學員在參與查經班的討論之前，先把學院所提供的查經材

料準備好。這些查經問題，是要幫助學員自己直接從經文中看到信息

亮光，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猶20節)。聖經書卷的查考以12課

為一個單元，使用《聖經分析排版本》聖經為基要教材。學員透過經

文的分析排列，清楚仔細地查考聖經書卷。

D. 提供詳盡的查經材枓

 良好的查經材料是查經班

不可少的工具，聖經信息

查經班的聖經書卷查經材

料包括﹕

 1. 聖經書卷的導論、詳

細大綱和橫圖。

 2. 聖經書卷的經文分析

排列《分析排版本 – 

查經版》。

  這個經文分析排列的

版面，將會有許多空

間給學員寫筆記、心

得及問題，這是聖經

信息查經班一個非常

重要的部分。我們盼

望學員自己可以從經

文中看到亮光和生活

及事奉的原則。

 3. 查經問題。

  每次查經，學院都會

提供查經的問題。問

題主要的作用就是要

學員自己從中看到聖

經的亮光及引發起討

論和分享，主要範圍

會環繞當天所查考的

經文，但也包括和這

段經文相關的其他經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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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信息查經班CBSC (粵語)
可自選日班或晚班

 書卷 日班 -- 星期二 晚班 -- 星期四

時間  上午10時30分至 晚上7時30分至

  中午12時30分 9時30分 

日期 加拉太書(下) 2008年5月6日至 2008年5月8日至              

  6月17日(共七週) 6月19日(共七週) 

 以弗所書 2008年8月5日至 2008年8月7日至

              9月16日(共七週) 9月18日(共七週)

  2008年10月14日至 2008年10月16日至  

  11月25日(共七週) 11月27日(共七週)

地點              Chatswood Church of Christ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費用              自由奉獻(首次報讀本會課程者，須繳交註冊費A$10)

講師              鄧英善牧師（現場或以DVD播放講解內容）

[課程預告]

研經證書課程CBE

研讀亞伯拉罕之約、大衛之約和新約的關係。清楚這三個約，好比找

到一把重要的鑰匙，能打開整本聖經的主題信息。舊約這麼多重要

的人物，為何在新約的馬太福音1:1只提及亞伯拉罕和大衛？若要明白整

本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錄》裡神奇妙的旨意、救恩的安排、舊約

以色列國度與新約教會的關係、教會是在七年大災難前被提、將來的七

年大災難的目的、千禧年國度的應驗與 神應許的關係、新天新地等…。 

以上三個約，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課目：《聖經中主要的約》(粵語)

日期 2008年 8月9日(星期六) 及 8月16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時正至下午5時30分

地點 Chatswood Church of Christ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學費 30/6/2008 前報名 修學分A$100      
  旁聽生A$80

 1/7/2008後報名  一律A$120

 牧者及神學生 八折優惠     

 費用包括講義和茶點,午膳請自備。 

 首次報讀本會課程者，須繳交註冊費A$10。

學制 12學分，修畢此科得一學分。

講師 鄧英善牧師

附註 開課前一個星期，若報名人數不足，協會保留停辦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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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座]

「聖靈論」(國語)
從系統神學的角度，研讀聖經對「聖靈」的教導：

1. 聖靈的位格與工作

2. 聖靈的果子與恩賜

3. 聖靈的充滿與近代靈恩運動的探索

講員﹕ 鄧英善牧師

日期﹕ 2008年8月10日 (週日)

時間﹕ 晚上6時30分至9時30分
地點﹕ 待定

費用﹕ 30/6/2008 前報名，A$30
  1/7/2008  後報名，A$35

日期、時間及地點 性質 講題 經文

2008年8月1日(星期五) 培靈會 如此忘恩負義 加1:1-10
晚上7時30分至9時  (有否珍惜你的真自由)

樂事圍華人浸信會     

2008年8月2日(星期六) 讀經日營 加拉太書選讀 加1:11-17
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20分   加3:1-14
比華利山華人浸信會   加3:15-19
   加4:19-31

2008年8月2日(星期六) 佈道會 酒用盡了 約2:1-11
晚上7時30分至9時  (窮途不一定是末路)

比華利山華人浸信會 

2008年8月3日(星期日) 福音主日 怎能再生？ 約3:1-16
上午8時45分至10時15分  (尼哥底母問重生)

樂事圍華人浸信會及

上午10時45分至12時15分
比華利山華人浸信會 

2008年8月3日(星期日) 培靈會 真自由的生活 加5:13-26
晚上7時30分至9時  (不在律法下的真自由人生)

樂事圍華人浸信會   

註： 樂事圍華人浸信會地址: 175 Belmore Road, Riverwood NSW 2210
 比華利山華人浸信會地址: 192 Stoney Creek Road, Beverly Hills

[其它聚會]

鄧英善牧師將於今年8月份主領 
由樂事圍華人浸信會與比華利山華人浸信會聯合主辦之粵語公開聚會， 
詳情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