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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並要悔

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

臨到你那裡，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啟2:5)

耶穌講比喻時，提醒門徒留心聽道的重要。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聖靈對啟示錄七間教會都

有相同的警告﹕「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	

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	 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

吃。」(啟2:7)

第一世紀的以弗所是一個經濟豐厚、人口興旺的重要政治城

市。在那城裡有世界聞名的亞底米神廟(參徒19:27, 35, 37)(Temple 
of Artemis希臘名，阿提密斯	--	狩獵女神)。阿拉伯人稱她為(Lat);
埃及人稱她為依西斯(Isis)；羅馬人則稱她為戴安娜(Diana)。這個
廟曾被視為古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可見這個城市的文明與先進。保

羅第三次佈道旅程時，在這裡逗留了兩年之久，有系統地教導以弗

所教會的弟兄姊妹(徒19:1-20)。保羅在佈道旅程中，從來沒有在任
何一個城市停留這麼久。

當日的以弗所教會今天已經不再存在了，以弗所這個昔日輝煌

的城市也成為一個廢墟，這個光景是當日不曾想像的。到底以弗所

教會有沒有留意聽從	神的話？

啟示錄是約翰在主後90-97年間寫成的，離開保羅寫《以弗所
書》有三十年左右。聖靈對這個教會有甚麼提醒？(參啟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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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	神的帶領!粵語《加拉太書》查經班已順利完成。透過弟兄姊妹的分
享，見證	神奇妙的作為，神的話語大有能力，更新人心。

2.	 感謝	神!8月份將舉辦研經證書課程和專題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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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聖靈的帶領，心意更

新。

3.	 感謝	神!現有眾多弟兄姊妹報讀《以弗所書》查經班，求	神繼續預備人
心，引領更多人加入讀經行列，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並彼此砥礪，

以生命影響生命。

4.	 祈求	神保守帶領聖經信息協會和雪梨眾教會能彼此配搭，同心合意推動信
徒讀經運動，建立生命，造就教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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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	神的心意，更委身的事主。

6.	 請為鄧牧師和師母在8月期間再次來雪梨帶領各聚會代禱。求	神賜他們有
活潑的靈命，忠心傳講	神的話，保守鄧牧師和師母路途的平安和有健康的

身體事奉	神。

7.	 求	神保守8月份聚會的音響、錄影工作能順利進行。求	神預備不同恩賜
的弟兄姊妹加入聖經信息協會(澳洲)的事奉。

[感恩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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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身份

主是掌管教會的主宰，向以弗所教會

的使者說話。祂是「那右手拿著七星、在七

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七星是指七個教會

的使者，七個金燈台是指七個教會。主耶穌

仍然是掌管教會的那一位，祂是教會的頭。

今天教會要作決定或行事，有否把主放在首

位？教牧、長執是憑甚麼作決定？會眾有否

順服	神的旨意，聽從主僕的帶領？信徒有否

把世界的東西帶進教會，促使教會跟著世界

的潮流行事，迎合人的心意口味？還是教會

仍然在作光作鹽影響著社會？教會有否仔細

留意聖靈所說的話？

主的稱讚

啟2:2	 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
道你不能容忍惡人。你也曾試驗那自

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

假的來。

啟2:6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
恨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這也是我

所恨惡的。

以弗所教會被嘉許之處﹕

1.	 行為、勞碌、忍耐都被主所稱讚。

2.	 不容忍惡人(有立場，不是世人認為對的
便也同意。有公義的立場，不向惡人低

頭)，他們也恨惡尼哥拉一黨的人。

3.	 能試驗出假使徒。這就證明以弗所教會
的信徒，在聖經真理上有認識，這是今

天教會要好好反省的事。須知道：追求

詩歌敬拜讚美是好的，但千萬不要忽略

聖經真理。追求團契禱告是重要的，但

千萬不要放棄系統的查考聖經，在至聖

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主的責備

啟2: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
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以弗所教會受責備的地方﹕

不是沒有工作，不是沒有行為，卻是已

經失去初時的愛心了。外表可以瞞過人，但		

神卻是察驗人內心的。

到底基督徒的事奉是因為責任而矣？

是為人而作？是為得名？得利？得人的稱

讚……還是單單為討	神的喜悅？是否真有從

主而來的愛心？

主的警告

啟2:5	 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裡，把你的
燈臺從原處挪去。

沒有愛心的事奉是主不悅納的。主勸勉

以弗所教會的信徒，要重拾已經離棄了的愛

心。主所要的不是徒有虛名的會眾，沒有愛

心的教會就算是一座多宏偉的建築物，也可

能被主從原處挪去的。

當日的以弗所教會已經不再存在，可見

我們絕對不能忽略主的話，不能把主的警告

掉以輕心。求主幫助我們好好聽從主的道，

在至聖的真道上長進，也保守我們對主對人

的愛心(參腓1:9-11；彼後3:18；猶20)。✟

註﹕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將於2008年8月5日開始，在悉尼推出《以弗所書》的查經班。
歡迎弟兄姊妹參加，一同研讀		神寶貴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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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天日暮黃昏，太太下班回到家中，她

興奮地對我說：「今天晚上有一個培

靈會，朋友極力推薦，勿錯失機會，我們一

同去參加吧。」我雖然心裏沒有準備，但不

想掃興，只好答應。胡亂吃過晚飯，駕車往	

Lindfield播道會，到達時聚會已經開始了，當
晚鄧牧師主講《啟示錄》信息。

自此之後，我參加了幾次聖經信息協

會所主辦的講座和課程，認識了鄧牧師和譚

美莉姊妹，因為認同推動華人讀經運動的異

象，所以我接受了擔任聖經信息查經班中組

長一職。

參加查經班使我體會「惟喜愛耶和華

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的真

實。在上半年度第一、二學期，我們查考《

加拉太書》，這卷書提及聖靈的果子，而我

們能否結出果子，不光是看有沒有生命，也

是看跟	神話語的關係。思想裏充滿	神的話，

才能按時結果。

喜愛	神話語的人，不但喜歡聽	神的道，

還喜歡讀	神的道；不但喜歡讀	神的道，還喜

歡寫	 神的道；我從牧者身上認職到，逐字抄

寫並按經文結構分析經文是艱苦的，但卻是一

種大有好處的操練。它能培養我們仔細研讀聖

經的習慣，深入觀察並瞭解經文的結構，為歸

納法查經作預備。除了喜歡抄寫	 神的道，還

喜歡行	 神的道；透過與主內弟兄姊妹的相交

使我認識到：常常思想	 神的話語，並心裡充

滿衪話語的人，行出來的自然美善。

我為參加查經小組的弟兄感謝	神，他們

在小組查經中坦誠分享、暢所欲言，對彼此

的認識和關懷都增加了。除了一位弟兄在學

期中要到英國探望女兒之外，所有組員每次

都能準時出席，這成為組員間彼此的鼓勵。✟

✑ 葉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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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加《加拉太書》查經班真是得益良多。透過每次做功課，都

加深我對經文的理解和認識，並讓我能用	神的話語向人清楚

解釋救恩真理。

有一位和我同一個團契的肢體，已經返教會和小組團契多年，

但不清楚救恩真理，也沒有永生的盼望。為此我心裏對這位肢體有很

深的負擔，常常和組長恆切禱告，求	神施恩憐憫這位肢體早日明白

救恩。在查考《加拉太書》第三課時，聖靈大大感動我、光照我，當

我把功課的重點和相關的輔助經文連接時，便看到	神早已為這位肢

體預備得救的確據，我很興奮地和小組的組長約這位肢體見面，分享

福音，我用「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我們眼前」為開場白，然

後把「基督為我們的罪成了咒詛釘死在十字架上」、「神看罪的嚴重

性」、「十字架的刑罰」、「耶穌基督是我們信仰的根基」、「耶穌

基督的寶血是我們得救的記號」、「單一信靠耶穌基督就必得救」等

救恩真理向這位肢體分享。聖靈的大能讓這位肢體清楚明白「我們得

救是本乎恩也因信」的真理，在	神面前作了重新決志的祈禱，接受

耶穌基督為救主。我們三人心裏都充滿平安喜樂，願榮耀歸於愛我

們的	神!

✑ 感恩的人

[迴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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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二月我參加了聖經信息協會(澳洲)舉辦的

《加拉太書》查經班，在我未有認真查考這

卷書前，我只知道《加拉太書》是強調人是要藉信

稱義，並不是靠行律法稱義；但我對這卷書的背景

和真正的屬靈意義並不清楚，也不認識，以至忽略

了這卷書的重要性。

自從我參加了查經班後，透過每天研讀《加拉

太書》和相關的經文，並做功課回答問題，從而得

到很多亮光。在分組討論中，透過組員彼此坦誠的

分享，讓我得到幫助和激勵。在觀看鄧牧師詳細講

解經文的DVD後，使我對查考的經文有更深入的理

解和認識，並更清楚明白藉信稱義的救恩真理和在

基督裡真自由的福氣。

感謝	神!透過詳細查考《加拉太書》，提昇我

對讀經的興趣，讓我享受	神話語的甘甜;也讓我在

查經班裏，有機會認識來自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

彼此以生命影響生命，見證	神的信實和恩典。願	

神繼續賜福帶領八月五日開始的《以弗所書》查經

班，造就更多弟兄姊妹明白真道，願榮耀歸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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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文章]

神
的話語是真理，帶有能力、生命，能甦醒

靈魂、改變生命。把	神的話語書之於文

字，實行「文以載道」，實在是何等重要的文字

工作。

有一首聖詩裏面的歌詞這樣說：「……案卷

雖長，如天連天，豈能描述完全！」誠然文字亦

有它的限制，但仍是人類有文明以來最傳神的表

達方式。聖經中我們看到	神啟示作者，以文字

的力量來表達衪話語的豐富。聽說在聖經原文裏

到處可見帶有修辭藝術的筆觸，雖然在譯本中我

們不能全然領略原文的修辭之美，但憑藉譯匠的

功力，尚可讓我們大致感受到原文的意境。

修辭藝術有不同的類別，這次讓我們先看看

富有希伯來文學特色的「平行體裁」。較簡單的

平行體就像中國的排偶，不講求平仄押韻，只重

意思的平行，用途仿似重覆的字眼或詞句，是加

強語調的手法，其中以詩歌體裁為本的《詩篇》

特多。

✑ 小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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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義平行(Synonymous Parallelism) 的例子：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詩篇127:1

耶和華的道理潔淨，存到永遠；
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全然公義。		 詩篇19:9

諸天述說神的榮耀，
穹蒼傳揚衪的手段。		 詩篇19:4

它的量帶通遍天下，
它的言語傳到地極。		 詩篇19:1-2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
誰能站在衪的聖所？		 詩篇24:3

我往哪裏去躲避你的靈？
我往哪裏逃躲避你的面？		 詩篇139:7

對立平行(Antithetical Parallelism)的例子：

早晨發芽生長，
晚上割下枯乾。		 詩篇90:6

暴怒的人挑啟爭端；
忍怒的人止息紛爭。		 箴言15:18

敗壞之先，人心驕傲；
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箴言18:12

智慧人的口說出恩言；
愚昧人的嘴吞滅自己。		 傳道書10:12

在研經和個人靈修時，讓我們留意當中的「平行體裁」，肯定能幫助我們	

加深對經文的意義和美感的認識，並且增強讀經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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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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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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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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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研經問題，讓弟兄

姊妹可以直接從經文中看到信息亮光，然後參與分享

討論，再聆聽講員(親身或透過媒體)講解。

聖經信息查經班CBSC	(粵語)
學員可自選日間或夜間時段

書卷：以弗所書
《以弗所書》揭示信徒在基督裡得

著豐盛榮耀的救恩，並教導信徒如

何以	神所賜豐盛的生命去過豐盛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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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經證書課程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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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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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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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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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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90 Homebush Road,  
 Strathfield NSW 2135
費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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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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請電	李鳳嬋傳道	0416 260 909

	 比華利山華人浸信會地址:	192 Stoney Creek Road, Beverly Hills
  查詢請電	謝建新傳道	0433 383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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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