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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是充滿慈愛與信實的神。從2006年11月聖經信息協會(澳

洲)成立至今，實在經歷了神的同在，帶領和恩典。在這兩

年裡，不但讓我們把《聖經分析排版本》聖經介紹到澳洲，在悉

尼舉辦公開的聖經與神學講座；神也幫助我們推展信徒讀經、查經

運動，開始了《聖經信息查經班》，我們已查考了《猶大書》、 

《加拉太書》和《以弗所書》。在悉尼參加這個查經班的弟兄姊妹

有超過105人，他們來自十多間教會。

我們是在探索中

開展這個聖經信息查經

班。查經班是要求參加

的弟兄姊妹，先仔細研

讀要查考的經文和做功

課，盼望信徒可以離開

基督道理的開端，進入

到成熟的地步，不要只

停留在聽道的基礎裡。

在查經時，學員會分享及討論準備心得，然後再聆聽一個講道信

息。這個模式的查經法在世界各地經已開展，也有幾個不同的機

構在進行中。而我們的重點是﹕

✑ 鄧英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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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牧心聲]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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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謝神！聖經信息協會在悉尼的事工展開已有2年，在過去的歲月裏，看到神

滿滿的恩典帶領，透過舉辦不同的聚會，幫助無論是講粵語或講國語的弟兄姊

妹，將生命的根基重新建立在 神的話語上，以致能活出結果子的人生。

2. 感謝神！8月份舉辦的粵語「聖經中主要的約」和國語「聖靈論」及11月份舉

辦的《猶大書》讀經日營、粵語「從《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看

屬靈帶領」、國語「聖經論」等聚會，有超過20間來自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

參加，一同在神的話語上得蒙造就。 

3. 感謝神！《以弗所書》查經班已順利完成，有超過100位來自14間教會的弟兄

姊妹參加，透過課程的設計，幫助弟兄姊妹渴慕神的話語，並建立有效的讀經

方法。

4. 為2009年2月至3月期間將舉辦的「創造與祝福」聖經課程和「神論」神學課

程，求神預備人心參加聚會，一同在至聖的真道上被造就，更深的認識神和祂

的旨意。

5. 為已有多人報讀明年《創世記》查經班，及得聞開拓新查經班的呼聲而感謝

神。請為南區粵語和其他區的國語查經班的開展，求神開路、興起適合的同工

和組長、繼續吸引更多人投身讀經運動。並求神保守查經班的組長、組員有健

康的身體，在假期中繼續每天親近 神。

6. 求神保守帶領明年2、3月期間聚會的音響、錄影工作能順利進行，讓攝製的

同工得智慧製作出更有素質的影音產品。

7. 求神保守帶領聖經信息協會和悉尼眾華人教會能彼此配搭，同心合意推動信徒

讀經運動，建立生命，榮神益人。

8. 求主帶領聖經信息協會在澳洲、香港、美國各項事工的發展方向，在不同地區

廣泛推動信徒讀經運動，在聖經教導上，造就弟兄姊妹明白真道。

9. 為鄧牧師2009年2月至3月期間再來悉尼主領的聚會祈禱，求神大大加恩加力

賜鄧牧師有充足的時間預備, 有活潑的靈命忠心傳講神的話，有健康的身體和

智慧兼顧繁重的事奉。

10. 求神預備不同恩賜的弟兄姊妹加入聖經信息協會的事奉。

[感恩代禱事項]

今期內容

2008年12月 第六期

[鄧牧心聲] 
感恩與讚美  1

[迴響] 
主賜的禮物	 3	
與人立約的神	 5
Notes of Thanks	 6

[課程預告] 
創造與祝福	 7

[聖經信息查經班] 
《創世記》研讀	 10

[神學講座] 
「神論」 11

[感恩代禱事項] 12      

謹祝大家
聖誕快樂
新年蒙福



[迴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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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聖經分析排版本》的經文，讓弟

兄姊妹更能仔細閱讀經文。

2. 提供查經及研經的題目，希望讓查經的

弟兄姊妹可以直接從經文中看到信息

和亮光，找到幫助過屬靈生活的功課

與原則。我們也希望透過以經解經的

參考經文，讓弟兄姊妹體會經文的連

貫性和整體性。

3. 我們希望能為教會訓練出一班會帶領查

經的組長。(現在已有十多位弟兄姊妹

作組長帶領查經。)

4. 我們希望能栽培出一班會教導聖經的講

員。

5. 我們希望為教會提供一些查經和主日學

的材料。

經過這兩年的探索和學習，我們更清

晰地看到這個查經班前面的方向和路線。在

2009年我們會推出查考《創世記》及《出

埃及記》。已經報名參加的弟兄姊妹，希

望你們現在便開始閱讀這兩卷書。還沒有報

名參加的弟兄姊妹，我們誠懇地邀請你們加

入這個查經運動。主若許可，我們希望於

2009年在澳洲悉尼多開發兩個查經中心(當

中一個是以普通話講解)。請弟兄姊妹切切

代禱，為這個盼望、計劃在主的恩典下能得

到實現。

《聖經信息查經班》能順利在澳洲展

開，這是神莫大的恩典。祂在我們當中預備

了幾位很忠心、又願意擺上的義務同工們

為這個讀經、查經運動齊心努力。神又為

我們興起幾位能幹的義務同工，擔任攝製和

錄影工作，並為製作光碟教材而努力。在這

裡我實在要感謝他們的擺上和付出。願神厚

厚地賜福與他們，報答他們的辛勞。我們感

謝神、讚美祂，祂實在是配得最高的榮耀與 

讚美。

       11/2008

Merry  
Christmas & 
Happy New Year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

    是關乎萬民的，

      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

        為你們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路加福音2:10下-11

謹祝您和您的家人得享 

一個平安的聖誕和蒙福的新年！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仝人  敬賀

✑ Susanna Tse

感
謝主賜我這份查經班禮物，能與弟兄

姊妹們一起查經分享及聆聽鄧牧師詳

盡的解經是莫大的享受和祝福。 (Knowing 
Rev. Tang is a gift and joining this Bible Study 
class is a blessing.)

在上第一課時，已好像地心吸力般把我

吸住了，第一個念頭就是想深入學習查經將

來服侍神、服侍教會及榮耀神。在每日查經

功課中、學習了深入以經文來解經、找出主

題、明白內容和經文的信息，我更學了每日

用查經的經文來靈修祈禱。

最深刻的感受是學習在整個星期裡，每

日都以保羅在《以弗所書》裡的禱告向神祈

禱。禱告時靈裏都很感動，與神有種說不出

的親密感覺，更順從聖靈帶領，深深領悟到

神的愛，充滿在我心中領我學習，以前我讀

《以弗所書》時沒有這感動的。所以願更多

弟兄姊妹們能參加這個查經班，一同在查經

中成長，分享這莫大的祝福，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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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今年八月，我報讀了『聖經中主要的

約』，一口氣上完兩天的密集課程，

仿如綜覽了整本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錄，

當中幾千年的歷史，時空交錯，千絲萬縷，

卻又真可以用神與人所立三個重要的約來找

到貫通的脈絡，確如宣傳文字所言：「明白

這三個約，好比得到一把重要的鑰匙，打開

整本聖經的主題信息。」

《新舊約聖經》是記載神對人類的全

盤救贖計劃。出於神口中的話是絕對可信可

靠的，雖然如此，神仍選擇以立約的方式來

堅定人心，讓人知道祂的旨意。神按祂的主

權，使救恩從猶大家開始。祂首先揀選亞伯

拉罕，並與他立約，透過亞伯拉罕和他的後

裔把救恩帶給萬族。當選民寧要君主制度來

取代神權統治後，神又與大衛王立約，應許

他的國永遠堅立。後來以色列和猶大相繼亡

國後，神又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

確保以色列的國度復興。

猶太人的硬心令他們想不到那受苦被害

的主耶穌，竟是舊約所應許的彌賽亞 --- 那

位將執掌大衛寶座的王權直到永遠的君王；

只不過國度的復興不是在主降世的第一次，

✑ 林譚美莉

[迴 響] [迴 響]

這又是預言體裁的微妙之處。主道成肉身來

到世上的目的，是特以祂的寶血去成就新

約，由此揭開了教會時代的序幕，這個普世

的恩典一直是歷世甚至連選民都不曾知曉的

奧秘。在恩典時代裏，以色列家的地位仿似

被遺棄，然而神並無忘記與以色列家所立的新

約，到了那日，以色列家會全家悔改，基督會

登上大衛的寶座，此時便應驗了所有在前約上

未實現的應許，歡然進入千禧年國度。

我們隨著鄧牧師一起騁馳在歷史的跑道

上，看見神所寵幸的選民是何等蒙福，相應

有權利亦有義務，他們屢次離棄神，連番跌

倒，神亦使他們在列國面前飽受懲治；然而

在管教之餘，神仍信守與他們先祖所立的無

條件之約。在此深覺祂真是一位長久忍耐、

守約施慈愛的神。當選民失敗未能成為世人

的祝福時，神便差愛子主耶穌來到世上完成

普世的救贖工作，我等得享救恩真是神豐盛

的恩典和憐憫。

這樣主題式的概覽，的確讓我們看得更

清楚神整套的救贖計劃，在此衷心感謝鄧牧

師詳盡的資料和清楚的教導，更感謝神藉著

聖經帶給我們這寶貴的信息。

我
好感恩有機會來參加這「聖經中主要

的約」的課程。我學了許多寶貴的知

識；對神在人類歷史中的計劃有了十分清

楚，整全的概覽和了解。這對我來說，就是

不再作無知人，而能更有知識去辨別甚麼是

異教之風，不再因缺乏教育而容易受騙。

我好感恩有如此良牧，用這般的努力和

決心去正意分解真道，又教導我們同樣去學

習神的話，使我知道神愛我們，為我們能認

識祂作了美好的預備。

Jacqueline

爸、媽，你們有
否看見我的間尺
和螢光筆嗎？

天天查考聖經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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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預告]

©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創世記》信息  

 作者﹕鄧英善牧師

創
世記》希伯來文為bereshith,
是《創世記》 1: 1的第一個

字，意即「起初」或「始源」(in the 
beginning)。英文聖經譯為Genesis，
舊約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稱此書為

Geneseos。無論是希伯來文，希臘

文，英文或中文，都是一個非常合適

的書名，因為《創世記》記載了許多

事情的起源(origin)，如：

《創世記》是聖經第一卷書，是我們信仰的基礎。這書卷回答了人生幾

個重要的問題﹕1.人從哪裡來？2.人活著是為甚麼？3.人死後會往哪

裡去？神創造人後，把我們放在一個極崇高的地位，可惜人犯罪，不但

不能活出神給人的計劃與心意，還要面對永遠的滅亡。《創世記》啟示

了神對人的愛及祂給人的拯救計劃與福氣。

•  天地萬物被創造的起源；

• 人類歷史的起源；

• 婚姻制度的起源；

• 罪與死的起源；

• 宗教敬拜的起源；

• 邦國的起源；

• 選民、神救贖計劃的起源；

• 音樂、文學、農業、城市等等的起源。

ThanK you, Rev Tang, and his 
fellow workers. I don’t know how to 

express the joy of learning from you. But 
truly, the two days of lecture is totally an 
eye-widening experience to me. I used 
to struggle with the content in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new Testament because 
I couldn’t figure out the linkage. I also find a 
lot of difficulty to understand the prophecies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the author was 
referring to. 

after the two days, I start to appreciate 
the linkage from old Testament to the 

new Testament. The course also helps me 
to understand God’s plan of Salvation - 
how God has begun from Genesis and to 
complete in accordance with Revelation. 
after attending the class, I shall have 
no fear of reading the old Testament 
(especially prophecies). Instead, I find it 
interesting to read on. Praise the Lord! 

For those who are like me and have 
difficulty to comprehend the linkage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I 
will highly recommend you to attend this 
course. ”
       Raymond (Sydney)

“

[迴 響]

《

I   juST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Rev Tang & the BESa team for 

organising the seminar on “The Major 
Covenants in the Bible”. The course was 
very inspiring & enlightening! with the clear 
& systematic teaching by Rev Tang, the 
Bible has truly become the Living word to 
me in understanding the divine purpose of 
God throughout generations, from the jews 
to Gentiles, & how he has spoken, and 

Notes of Thanks from Students taking  
“The Major Covenants in the Bible”

revealed to us his will & our future. For me, 
Bible study is no longer just a daily need 
but a daily life impacting encounter with 
our God. I earnestly pray that our lives are 
renewed everyday in his word! 

a big thank you too for your hard labor 
in making the course a success!
 
   Josep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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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程

日期： 2009年2月21日及2月28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至下午5:30 

地點： Church of Christ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nSw 2067

費用： 包括講義和茶點$90.00  
 11/2/2009後報名一律$110.00 首次報讀研經課程者，須繳交註冊費$10

支票請寫: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郵寄: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P.o.Box 1779 Chatswood nSw 2067 

報名查詢： 0411 318 260 or 0416 478 390  

Email: bes.aus@bibleexposition.org

聖經課程

日期： 2009年3月1日(星期日) 下午7:30至9:30
 2009年3月7日(星期六) 上午10:00至下午4:00

地點：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暫定) 90 homebush Road, Strathfield nSw 2135

費用： 包括講義和茶點$70.00 21/2/2009後報名一律$90.00

支票請寫: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郵寄: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P.o.Box 1779 Chatswood nSw 2067 

報名查詢： 0411 318 260 or 0416 478 390  

Email: bes.aus@bibleexposition.org

粵語

國語

若你希望進深研讀《創世記》的信息，可以選擇參加兩天的聖經課程（國語或粵語)，

或十二週的聖經信息查經班，詳情如下：

這些起源解釋了天地宇宙中，實在是

有一位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祂創造了天地

萬物，也創造了人。人是神所造的，所以有

一天人要向神交賬。神是自有永有的神，也

是絕對自足的神，祂不需要人來陪祂。但祂

願意人來享受祂永恆的愛，在祂永恆的榮耀

裡有分。神把人放在何等崇高的地位裡，可

惜人在極高的地位裡卻犯罪，沒有聽從神的

話。《創世記》啟示了人犯罪的嚴重後果﹕

面對死亡，不懂得需要神的拯救，不能自

救，也不會去尋找神。但神沒有因此便放棄

人，反而展開了拯救世人的計劃。祂要興起

一個民族（以色列民)，從這個民族中為人

預備救贖主 – 耶穌基督，又把教會這個奧

祕隱藏在祂裡面。

《創世記》分兩大段﹕

I. 人類歷史的開始(四件大事) 

1—11章

 a. 神的創造

 B. 人的犯罪

 C. 洪水的審判

 D. 人的分散

II. 選民救恩歷史的開始(四個人物) 

12—50章

 a. 亞伯拉罕

 B. 以撒

 C. 雅各

 D. 約瑟

基督徒若要建立一個穩固的信仰和基督徒生

活的基礎，《創世記》是一卷必讀的書卷﹕

1. 沒有《創世記》，人沒有辦法明白人 

為甚麼要相信耶穌。

2. 沒有《創世記》，人沒有辦法明白人的

來源，生存的意義與價值。

3. 沒有《創世記》，人沒有辦法明白神為

人預備婚姻的意義和目的，及如何過一

個美滿幸福的婚姻。

4. 沒有《創世記》，人沒有辦法知道罪是

如何入了世界及罪惡的嚴重性。

5. 沒有《創世記》，人沒有辦法知道神為

甚麼要揀選亞伯拉罕及興起以色列 

民族。

《創世記》是我們信仰的重要基礎，是每個基督徒必讀的書卷。

希望你能於2009年和我們一起查考研讀《創世記》這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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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信息查經班] [神學講座]

從系統神學來看聖經對父神的啟示。主要內容包括﹕

1. 神存在的證明

2. 神的名字

3. 神絕對與相對的屬性

4. 神永恆的計劃 (旨意)

5. 「三位一體」真神的意思與證明

6. 一些對「三位一體」真神的錯誤觀念

7. 父神的工作

講員﹕ 鄧英善牧師

日期﹕ 2009年2月22日(週日)

時間﹕ 晚上6時30分至9時30分
地點﹕ Church of Christ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nSw 2067
費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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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N 20 440 148 379  

Mobile: 0411 318 260  
Email: BES.AUS@bibleexposition.org
P. O. Box 1779,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www.bibleexposition.org

版權所有 免費贈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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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

聚會地點： Chatswood Church of Christ
  365 Victoria avenue, Chatswood, nSw 2067

費用：  採自由奉獻方式，惟首次登記時，須繳交註冊費$10。

粵語

 日間 (週二) 夜間 (週四) 備註

時間 上午10:30至中午12:30 晚上7:30至晚上9:30

日期 24/2/09 ~ 31/3/09 26/2/09 ~ 02/4/09 6週

 05/5/09 ~ 09/6/09 07/5/09 ~ 11/6/09 6週
   共12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