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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經講解(講道)是教會的核心事奉。主耶穌、彼得和保羅都以聖

經講解為主要的事奉(參徒6:4;提前2:7;提後1:11)。新約聖
經有四個希臘文的字來形容講道，講道的重要因而可知。 

「講道」既然在教會裡是這樣重要的事奉，那一類的講道法，

才能把聖經講解清楚，叫聽的人明白，得著幫助？很多牧者同意

expository preaching 的講道法，能把聖經的信息講解清楚。有牧者
把expository preaching 翻譯為「釋經講道」；然而「釋經」正確的
英文是hermeneutic，並不是exposition，也許把expository preaching
翻譯為「信息講道」較為適切。

✑ 鄧英善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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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的話]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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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1. 感謝神！粵語、國語《創世記》研經課程及查經班、並粵語《腓立比書》研讀已順
利完成。

2. 感謝神！預備各查經班的組長和同工為神的話語忠心事奉。
3. 感謝神！已有超過230位弟兄姊妹報讀《出埃及記》查經班。
4. 感謝神！得到Chatswood Church of Christ、恩典堂、西雪、希伯崙堂四間教會借
出場地讓查經班得以順利進行，求主保守彼此的配搭。

 代禱：

1. 為2009年7月至8月期間鄧牧師再來悉尼主領的各項聚會祈禱：
 • 求神預備眾弟兄姊妹的心，預留時間參加《出埃及記》研讀、「組長的建立」

培訓講座。

 • 求神賜智慧和亮光給鄧牧師，能專心盡快完成《出埃及記》和「組長的建立」
課程的編寫, 用神的話建立弟兄姊妹。

 • 求神保守帶領各聚會的音響、錄影工作能順利進行，讓攝製的同工有智慧製作
出更有素質的影音產品。

2. 為查經班祈禱：
 • 求神為各區的查經班興起足夠的組長和同工。
 • 求神保守查經班的組長、組員有健康的身體，每天親近神。
 • 求神藉單張、電郵等宣傳，並組員的推介，有更多人參加查經班。
 • 求神感動弟兄姊妹在經濟上支持查經班的需要。
3. 為聖經信息協會整體事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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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澳洲、香港、中國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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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求神繼續保守帶領在香港已開展及在美國剛開展的查經班，求神賜下同心合一
的配搭，堅固組長、組員的心志。

 • 求神預備不同恩賜的弟兄姊妹加入聖經信息協會的事奉。
4. 為同工：
 • 為Rebecca的化療過程和Samuel頸椎手術後的康復，求神保守醫治並堅固信

心。

 • 求神大大加恩加力，賜鄧牧師有充足的時間預備，有健康的身體、活潑的靈
命，忠心傳講神的話，有智慧分配時間兼顧各地繁重的事工。

[感恩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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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Patrick Tang

接續上期，論說聖經講解的重要：

續



接上頁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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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信息講道的定義（ Expos i to ry 
Preaching） 

「信息講道」不是靈意講經，也不是單

單解釋經文的意思。講道是要把經文的信息

講解清楚，使聽道的人明白經文的信息，並

了解這段經文的信息與他的關係，以致能行

道。

「信息講道」建基於﹕ 

1. 仔細讀經（先把經文仔細讀清楚，知道
經文在講甚麼） 

2. 正確解經（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參
提後 2:15, accuracy and clarity in 
meaning） 

3. 清楚組織講章的大綱結構，使聽的人
明白講員在講甚麼（clarity in sermon 
outline structure） 

4. 適當地把經文的信息、原則應用在日常
的生活上﹕行道（參雅1:22） 

II. 信息講道的要素 

聖經的講解既是這樣重要，要一篇怎樣

的講道，才真的叫人得著幫助？ 

甚麼是聖經講解（講道）最重要的要素

(key elements in preaching)？

尼希米記8:8已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定
義﹕「他們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書，講明

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當時，以斯拉

和其他的文士、祭司是把神的律法書先讀清

楚，然後講解所讀的經文。 

A. 內容 

「道」是指神的話(聖經)。「講道」是

講解神的話語，講員所講的內容必然是神的

話。講員不該用神的話語來證明自己所要講

的東西，所講的內容必須是出於聖經，是聖

經本身的意思。不是單講故事、天文、時事

或歷史，講員是可以用這些材料作為例證，

但這不是主要的內容。 

B. 講解（意思正確、講章結構清楚） 

文士以斯拉是把律法書講明意思，他是

把經文的意思（解釋）講得正確。這是保羅

所說的﹕「⋯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

後2:15）道的內容必須要忠於聖經原本的意
思，經文的解釋必須正確(true to the text, 
correct interpretation)，要講得明白。

除了意思要正確外，講員的講章結構也

要清楚，講道內容必須要有一個信息。信息

有兩個部分﹕主題和內容。主題是這段經文

的重點、中心思想。如約翰福音3:16的主題

是神的愛，內容是有關這個主題的細節： 

1） 神愛的對象是世人(無條件的愛)， 

2） 神愛的行動是賜下祂的獨生子(捨命的
愛)， 

3） 得神愛的途徑是信—要信耶穌， 

4） 得神愛的結果﹕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這四點的主題信息，在講章結構上，講

員講的時候要講得清楚。

C. 明白 

講員講道的對象是聽眾，不是對自己

講，目的是要聽眾明白所講的經文。這個

明白不是單指知道經文的意思，雖然知道意

思是很重要的基礎；但明白後，同樣重要的

就是要行道。講道不是只求增加聽眾對聖

經的頭腦知識，乃是要聽眾聽明白神的心

意、行道、生命得著改變。聽眾懂得把所聽

到的真理，行在日常生活中，這就是應用 

(application and relevancy)。 

神的話語大有能力，能改變人心。求

主幫助講員能講得正確清楚，聽眾能聽得明

白，按照神的話去行。 

  

   2009年5月



題目幫助對經文的了解和應用

普通

8%

有幫助

38%
幫助很大

54%

分享討論中組員的互動

很好

29%

很差

1%
略差

2%
普通

24%

好 44%

分組討論的時間長度

略長

4%
太短

6%
略短

26%

很合適

64%

播放DVD模式的接受程度

普通

13%

接受

35%

很接受

52%

整體查經班的運作

普通

5%

好

33%
很好

62%

分組討論中各題目之時間分配

好

27%

很好

23%

略差

8%

普通

42%

教導環節幫助對經文的了解和應用

普通

9%

有幫助

35%
幫助很大

56%

分享討論對經文的了解和應用

幫助很大

34%

幫助不大

1%
略有幫助

1%

有幫助

44%

普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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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查經問題需用的時間

5小時以上

19%

1小時以下

1%
1-3小時

33%

3-5小時 47%

使用《分析排版本》聖經對你的幫助

普通

10%

有幫助

36%

幫助很大

54%

題目的深淺難度

略深

2%
太淺

2%
略淺

16%

很合適

80%

查經題目的數量

略多

29%

太多

5%

太少

1%
略少

2%

很合適

63%

[匯 報]

感
謝神的恩領，「聖經信息查經班」五個班

已於上半年順利完成《創世記》研讀。

報讀的人數超過230人，分別來自32間教會。

為求查經班能達致更好的運作，查經班成員在上半年結束前，完成了一份評估這個查經

班的問卷，整體是肯定查經班對他們有很大幫助。以下是歸納出來的統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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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 報]

  Westmead區
「聖經信息查經班」
 8/6/09

Chatswood區夜間 19 間

Chatswood區日間 15 間

Kogarah區 10 間

Westmead區 8 間

Croydon Park區 3 間

整體 32 間

查經班內廣納不同

教會的信徒，其中

每班包含的教會

會眾：



[08]   Newsletter 2009/July Issue 8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2009年7月 第八期   [09]

✑ 張國福

[迴 響]

鄧
英善牧師在悉尼雪梨西區希伯崙堂舉

辦的《創世記》查經班，經過兩個學

期(約兩個半月的時間)，對《創世記》逐句

逐段認真的閱讀、寫作業、分組討論，以及

聽鄧牧師的講解、歸納、總結，終於在六月

十五日告一段落。

通過這次對《創世記》的學習，確實

感到受益匪淺。使我最受感動的是我真正感

悟到，作為一名基督徒的無比榮耀。因為是

神揀選了我，是神在我尚未出生之前就揀選

了我，將我放在如此崇高的地位。以前我對

此可以說是茫然無知的，是「身在福中不知

福」，這裏所說的「不知福」，主要是指沒

有真正認清我的「福」是從何而來的。雖然

口頭上說是神給的，但是在內心深處卻總是

自以為我「生來就是有福之人」。因為我自

幼至今，性命幾經兇險，均得以化險為夷；

幾經磨難，皆得以從困境中解脫出來⋯⋯於

是便自以為「生來有福」，加上我周圍的人

也都這麼說，就更是沾沾自喜。成為基督徒

後，我也知道這是神對我的揀選，但是神為

什麼要揀選我呢？我的回答很簡單：那是因

為「我是有福之人」。這就錯了，錯就錯在

對「福」的來源尚未完全弄清楚，本末倒置

了。通過此次《創世記》的學習，使我驚恐

的發現：如果對「我的福是從何而來？」這

個問題不完全搞清楚明白，就會影響我靈性

的提高，就會隨著福分的增多而越加自我高

傲起來，進而影響我和神的關係，這對我來

說是個至關重要、非常關鍵的問題。

《創世記》清楚地告訴我們，神是天

地萬象萬物、有形無形（包括人類）的創造

者。因此，神也是萬有之源，萬福之本。書

中所說的四位主要人物：亞伯拉罕、以撒、

雅各、約瑟。他們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子孫

遍地，成為大國⋯⋯但如果沒有神的揀選，

沒有神主動的、無條件的與他們立約，沒有

神的賜福，他們也祇不過和普通百姓一樣罷

了。更何況在他們的身上也同樣存在著不少

和不小的缺點和錯誤，如雅各是一位聰明狡

詐而又高傲的人：起初他並不十分明白自己

的福是從何而來，總是憑靠自己的聰明做一

些損人利己的事，如騙取長子名份和長子的

祝福，而且一有機會就抓住人家為他祝福，

他又與神的使者摔跤(足見其不自量力)。結

果他的大腿窩被神的使者摸了一把(這實際上

也是神給雅各的一個很好的教訓)，後來就

瘸了(創32：25-31)。自此雅各對神就完全

地依靠順服了，同時神還將雅各的名字給改

為「以色列」，進一步的賜福給他。由此可

見，神要揀選誰就揀選誰；要賜福給誰就賜

福給誰，是絕無任何條件的，一切主權全都

掌握在神的手中。

雅各的小兒子約瑟就很懂得這個道理：

他自幼就明白神的旨意，堅信神一直與他同

在，知道自己的「福」是神所賜，是從神而

來。因此，無論他自己是處於何種境遇，都

能處處信靠神、順服神，坦然面對。當他的

哥哥們欺負他、要殺害他，最後把他賣到埃

及為奴後，他並沒有怨天尤人或利用書信

等方式向他的父親揭發哥哥們的惡行、向父

親求救，而是忠心的在護衛長波提乏家中安

心為奴；當他受盡屈辱，被誣陷入獄的情況

下，也不申訴抗爭，而是在獄中無怨無悔、

默默地忍耐著；後來約瑟的地位變了，做了

埃及的宰相，但他並未因此而飛揚跋扈，不

被權財女色所動，也沒有對以前欺壓陷害過

他的人進行打擊報復，反而是以寬容、饒

恕、仁慈的心原諒了他們，從而使這些人也

蒙受了神的賜福。約瑟的言行舉止光明正

大，謙虛大度，處處都榮耀神！

捫心自問，我作為一個罪人，又能比雅

各好到哪裏去呢？無非是「五十步笑百步」

罷了。我們都是受造於神的，我們的一切(包

括生命)都是神給予的，如果沒有神我們只

不過是塵土，我的「福」又何來之有？通過

此次《創世記》的學習後，我感到自己和神

的關係，從頭到腳、從裏到外，來了個徹底

的大轉變。打個不太確切的比方：以前我和

神的關係好像是上下級的密切關係；如今我

感到我與神的關係就如同愛子與慈父的親密

關係，心連心的關係。我雖然看不到神，但

我能感覺到神：神就在我的心中，神就在我

的身旁⋯⋯我知道，我的每個細胞、每一滴

血、每根毛髮都是我的父神給的；我的靈、

我的思維、以及我的「福氣」和我的性命也

都是我的父神給的；我的過去、我的現在、

我的將來也都是完全掌控在我的慈父神的手

中。如今徹底明白了這個真理後，我就再也

高傲不起來了，再也不敢說：我是「生來就

有福的」。只有謙卑、謙卑、再謙卑，謙卑

地學習聽從神的話語，謙卑地去實行神的

道，謙卑地隨主同行；不斷地在神的恩典和

知識上有長進(彼後3：18)，不斷地事奉主、
榮耀主的名。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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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我對舊約比較生疏，一是經文章節難

明，二是跟現實生活脫節，應用起來

較困難。但讀《創世記》卻讓我回味無窮，

不單因為是聖經的第一卷書，有著重要的份

量，更是因為當中啟示了有關神論、創造

論、人論、罪論、婚姻家庭論等重要的神學

觀點，每一次讀都有不同的領受，特別是這

次參加為期12週的《創世記》聖經信息查經
班使我獲益良多，神透過《創世記》中的四

位人物：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約瑟向我

說話。

亞伯拉罕：過去一直被這信心之父在

獻以撒的信心舉動所鼓勵，這次的研讀看到

他信心軟弱的一面。他多次小信的行為，例

如：和婢女夏甲同房生子、兩次貪生怕死認

妻為妹，都是神透過亞伯拉罕向我們啟示，

信心是要經過試煉才得以成長。亞伯拉罕獻

以撒或者我們會怪神太苛刻，但神許可的試

煉是我們可以承受的。從亞伯拉罕身上我學

到不再為自己的軟弱、小信而失望，自憂自

怨，因為不是靠自己的聰明才幹可以達到屬

靈高峰，而是神的恩典讓我們在人生的路上

學習倚靠祂，信心得以一步一步成長，蒙神

喜悅，成為合神心意的人。

以撒：信心偉人的應許之子，或許是他

父親的一生太顯耀，或者是經文記載他一生的

平凡，我覺得是最不顯眼的一位。但這次查經

讓我看到他不單是順服父親的好兒子，更是愛

妻子的好丈夫；神賜福以撒的一生，堅固他的

信心。我們的一生也如以撒一樣的平凡，不是

每個人信主都有驚天動地、多彩多姿的經歷，

但神看我們的生命是獨特的，因著我們的順

服，神要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透過以撒平凡

的一生看到神不平凡的作為。

雅各：人如其名「抓住」，他的一生就

是要抓住對他有利的一切，甚至不擇手段要

得到。因神的恩典改變雅各的生命，當他離

開父家時，神在夢中向他顯現，他說：「耶

和華真在這裏，我竟不知道。」(創28:16)當
他要和哥哥以掃相見前的晚上，在雅博渡口

他和神角力，神對他說：「⋯你與神與人較

力，都得了勝。」(創32:28)雅各的一生並不
快樂，他用欺騙的方法得到長子的名分、長

子的祝福，換來的是要遠走他鄉，逃避哥哥

的追殺，和父母的分離，並活在被岳父、妻

子、兒子欺騙的日子裏，但神興起他的家成

為以色列國。就個人而言，雅各一生是失敗

的；但在神的計劃裏，雅各一生是成功的。

縱然我們悖逆神、遠離神，偏行己路，但神

的慈愛、信實不變，會管教我們、賜福、保

守我們行在祂的旨意中。

約瑟：耀眼的一生和亞伯拉罕一樣，成

為神子民的榜樣。因著他受苦的人生，卻祝

福賣他為奴的十個哥哥，見證神無盡的愛。

現實生活裏，也看到有些在患難中的弟兄姊

妹，沒有自怨自恨，仍然信心堅定倚靠神、

見證神。透過約瑟的一生，讓我們看到神是

掌管萬有、掌管歷史、看顧人的神。

從以上四位歷史人物的一生，反映出

人生有「平凡」、「叛逆」、「苦難」、「

成長」的不同階段，但神在每個獨特的生命

中，有不同的計劃，為要叫我們去認識祂、

倚靠祂、順服祂、榮耀祂！祂是獨一的真

神，永恆不變的主！

✑ 腓利門
✑ Sonic Liao[迴 響]

我
和太太於去年開始參加了在車士活區

星期二日間的查經班，當時已是查考

到《加拉太書》的第十一課，該卷書差不多

已查完了，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加入，最好的

就是立刻可拿到鄧牧師所寫的一份導論及大

綱，裏面介紹了該卷書的主題、寫作時間及

背景等資料，這是很有用處的。鄧牧師採用

的分析排版方法，對我們理解經文的結構是

非常有幫助的，比較容易找到信息的重點。

此外，在每課之前都有要預備的功課，

要閱讀有關的經文、回答問題，以後還有要

嘗試自己對經文分析排版；這都是要我們真

的用心去思考、去暸解，這是要求多一點的

做法，我本人認為比較只是聽講式查經是積

極多了。每一課都先由組長帶領我們討論功

課，然後由牧師本人或利用光碟進行講解，

這安排也非常有效。我覺得參加鄧牧師的

查經班對我很有幫助，對查過的經文多了認

識﹔最近讀完了《創世記》這一卷書之後，

對神的整個救贖計劃也明白多了，感謝主！

聽鄧牧師講解經文，我本人的感受如

下：鄧牧師對經文有很深入的理解，對重點

的文字，他給我們解釋其深入的字根(原文) 

的意義，以及其有關的文化習俗背景，因此

我們可以獲益良多。在講解經文時，鄧牧師

會引用很多活生生的例子，這都是與我們日

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這樣我們不會覺得聖經

只是談到二千年前或更早時期的人及信徒的

問題，其信息及教訓對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生

活的人來說，仍然是至關重要的。

當然我們要感謝各位事奉的工作人員及

組長，願主繼續加添他們的熱心及能力。對

於鄧牧師在準備這些課程上的辛勞，我們是

體會到的，求主記念祂這位僕人的工作及辛

勤，也求主給鄧牧師健康的身體，以能應付

他各樣繁重的工作及差旅的疲累。阿們！



[12]   Newsletter 2009/July Issue 8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2009年7月 第八期   [13]

從《創世記》我們認識神是創造宇宙天地萬物的主宰。祂揀選亞伯拉罕要從他興起一個大國

來賜福地上萬民。《出埃及記》讓我們看見神是有憐憫、有恩典拯救的神。祂顧念以色列民

在埃及的苦情，差派摩西拯救他們出埃及為奴之地。神要以色列民作「祭司的國度、聖潔的

國民」。神賜下律法教導蒙恩的以色列民如何活出神給他們尊貴的身份。從律法我們認識神

聖潔及公義的要求，從會幕我們更能深入體會神的救贖(祭司與祭物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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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09年8月1日及8月8日(星期六) 2009年 7月25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10:00至下午4:00  上午10:00至下午4:00

  2009年 7月26日(星期日)

  下午6:30至晚上9:30

  2009年 8月2日(星期日) 

  下午6:30至晚上9:30

地點 Church of Christ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365 Victoria Ave.  90 Homebush Road,
 Chatswood 2067 Strathfi eld 2135

費用 包括講義和茶點 $90.00
 (18/7/2009後報名一律$110.00)
 有需要者，可直接向本會申請減免。

 首次報讀研經課程者，須繳交註冊費$10

[課程預告] 聖經課程

主要內容包括：

組長的重要性 

組長的自我形象及屬靈生命

組長的帶組信心

[其它聚會]

講員 鄧英善牧師

 粵語 國語

日期 2009年 7月24日 (星期五) 2009年 7月31日 (星期五)

時間 下午7:30至晚上9:30  下午7:30至晚上9:30

地點 Church of Christ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365 Victoria Ave.  90 Homebush Road
 Chatswood 2067 Strathfi eld 2135

費用 $20.00   (18/7/2009後報名一律 $25.00) 
 有需要者，可直接向本會申請減免。

作為教會的小組組長，除了懂得如何帶領小組查經

外，更要不斷的培育組長的屬靈氣質，並要深造帶領

查經的技巧。組長自己要先被建立，才可建立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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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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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信息查經班] 
2009年 下半年12週查經日程表(分兩季，以配合紐省學校假期)
請揀選地點及時間參加

語 言  粵 語                 國 語  備註

聚會地點 北區  南區 西區 西南區

 Chatswood Church of Christ  華人恩典基督教會 宣道會希伯崙堂 西雪梨福音教會
 365 Victoria Aveune, Chatswood, NSW 2067 1A, Kensington Street,  51 Hawkesbury Road, 55 Boyle Street, 
   Kogarah, NSW 2217 Westmead, NSW 2145 Croydon Park, NSW 2133 

時 間 日間 (週二) 夜間 (週四) 夜間 (週二) 夜間 (週一) 日間 (週四)

 上午10:30至中午12:30  晚上7:30至晚上9:30 晚上7:30至晚上9:30 晚上7:30至晚上9:30 上午10:30至中午12:30

日 期 4/8/09 ~ 15/9/09 6/8/09 ~ 17/9/09 4/8/09 ~ 15/9/09 03/8/09 ~ 14/9/09 06/8/09 ~ 17/9/09 7週

出埃及記 20/10/09 ~ 17/11/09 22/10/09 ~ 19/11/09 20/10/09 ~ 17/11/09 19/10/09 ~ 16/11/09 22/10/09 ~ 19/11/09 5週

講 師   鄧英善牧師      共12週

其它地區：

書卷：《出埃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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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卷 美國：《創世記》研讀 香港：《以弗所書》研讀

語 言 國 語 粵 語 粵 語

日 期 9月15日至12月8日 9月14日至12月7日 9月22日至12月8日 9月17日至12月10日

時 間 週二 晚上7:30至晚上9:30 週一 晚上7:30至晚上9:30 週二 早上9:30至11:30 週四 晚上7:00至晚上9:00

地 點 基督徒會堂 屋崙華人自理浸信會 博愛潮語浸信會 基督教浸信會為道堂

 Chinese Church in Christ Chinese Independent Baptist Church 九龍慈雲山毓華里 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10455 Bandley Drive,  280 8th St., Oakland 22號嘉喜大廈二樓 62-66號昌威大廈1樓 (油麻地鐵路站A1出口）
 Cupertino CA 95014 CA 94607

查 詢 Nancy (1) 408.221.4212 Nellie (1) 510.282.7669 (852) 2307 1228  (852) 2307 1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