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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啊！
求你使我明白你的道，
我就思想你的奇事。

2021 年
4-6月

（詩篇一一九篇2 7 節）

通訊

國際 精讀團契
全球組長訓練
上帝在掌權！
疫情令本港的聚會取消，但正如我們
上一期通訊提及，一年一度在香港靈
糧堂舉辦的「新約經卷研讀班（五）」
卻能夠開放讓全球弟兄姊妹網上參
與，不限於銅鑼灣！
今期我們報道過往已訓練超過4000
多人的「查經組長訓練班」，亦因為
未能有實體聚會而改為網上學習。

結果呢？就是有接近300人報名，當中有約60%是身在海外的肢體！

全球報名人數百分比
紐西蘭 0.3%
澳洲 5.5%

當日出席人數百分比
紐西蘭 1% 東南亞 3.9%
澳洲 5%

東南亞 7.2%
香港 36.2%

香港 41.7%

加拿大 45.6%
加拿大 47.4%

美國 3.4%
美國 2.8%

索取通訊
閣下如欲訂閱《明道通訊》pdf電子版，或取消訂閱《明道通訊》印刷版，請到Google表單（http://bit.ly/2ESjO5Q）辦理手續。

明道
培訓

全球

當日老師在網上講學，更有即時分組，互動問答環節。

網上組長訓練班

老師提問，學員即時投票，互動交流
老師： 路加福音浪子比喻中，哪位有分到家業？（小兒子 / 大兒子 /
兩個都有）
學員： 小兒子46%、大兒子6%、兩個都有48%
老師： 按路加福音十五12，有 「他們」一詞，是眾數，所以是兩個
都有。

學員： 組長要看釋經書設計問題和答案嗎？
老師： 起初不好以這種方式做問題。
建議： 1. 祈禱開始
2. 讀聖經、比較不同譯本
3. 思考後直接做問題
4. 最後才查考釋經書作參考。

學員： 組員答問題都不切合答案應如何處理？
老師： 若是組員的答案不恰當，組長也是小組中
的一員，可找機會表達自己的理解，精準
撮要地帶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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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精讀團契
只供海外肢體
2021年4-6月

為甚麼有這麼多海外肢體參加組長訓練呢？
當然是因為實體課改為網上的緣故！
當然是因為我們Facebook上的宣傳推廣已達至全球！
但最重要的，是因為與最近推出的「國際精讀團契」息息相關！

上期（67期）通訊

國際 精讀團契
時差地域無極限！
感恩神賜下無邊的機會！自2020年2月開始，多區精讀團契因疫情關係，迅速由
實體上課轉為網上學習。細想之下，不論這些精讀團契的組員身處香港還是海
外，我們在運作上其實沒大分別。
事實上，在今年不同季度之內，已有個別團友移居海外，或要短期暫留外地的，然
而，他們照樣與本地的精讀團友一起，在本地網上「明道精讀團契」上課、學習。
再者，我們從「明道同『學』」得來經驗，知道海外信徒大多能自組小組，在大家
都適合的時段開組，一同分享，討論功課。
「明道精讀團契」既然旨在有系統地逐卷查考聖經，鼓勵學員做功課，輔以小組討
論，並由專人透析經文，豈非可以向全球開放，讓所有喜愛查經、樂於認識神的道
的人參與？即或不是所有學員也同樣努力，這又何妨呢？喜愛下工夫有系統地查
經的，總會留下來吧！那麼，就讓主的道衝破籬笆！
感恩神賜下無邊的機會！

68期 2021年4-6月 明道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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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精讀團契」是「明道精讀團契」一個合理的延伸。因疫情限制了
聚會，「國際精讀」讓香港以外、於相近時區、相熟的弟兄姊妹可以自
組小組，在網上討論經文。再者，「國際精讀團契」正正提供了一個有
系統的框架，讓學員按經卷查考聖經、每週做功課，亦有老師講解的
錄像，可在自己方便的時間觀看。既有規律系統，亦有自由分組組合，
並且有觀看老師講解的彈性安排，實在是非常理想的學習模式。即使
未能自組小組，明道社亦可將在附近地域、時區內的學員安排在同一
組，一起在網上討論。
正正因為「國際精讀團契」受歡迎（至今已有24組，共152人，遍及多
倫多、溫哥華、珀斯、墨爾本等地方），我們又需要有小組查經的組
長，所以就因利乘便同時舉辦一次過的「全球組長訓練班」！
看來這是相輔相承，學員互相推動增值，就好像上帝使用疫情，將本
來在香港，只有香港人才能參與的「明道精讀團契」和「查經組長訓
練」推展到無邊界之處！
上帝在掌權！

明道同 學 • 網上課程
加拉太書（下）• 2 月下旬推出
講員：
講員
： 梁國權（明道社事工主任）

無須報名！

內容：
內容
： 經文講解、老師提問、同學提問、
粵語授課
詳情：
詳情
： https://bit.ly/MDPTH

請訂閱YouTube頻道
「明道社」按時上課！
明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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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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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預告
明道研經叢書 —
《歌羅西書：尊主基督為主》
作者：梁美心（播道神學院聖經科副教授）
在歌羅西書，保羅肯定基督的神性、宇宙性主權和全備性，而祂的地位超越靈界裡的邪惡勢力。
唯有基督足以使人得到屬靈的豐盛。其他的途徑或方法（例如：守猶太規條、苦行、召喚天使）都
不能使人經歷真正的靈命成長。此外，保羅沒有教導信徒獨善其身或過避世的生活，而是期望信
徒群體展現新人的品德，順服基督的主權，並彰顯合一的見證，而逐漸地帶來家庭和社會的更新。

電子書快訊
繁體電子書
明道研經叢書
辛惠蘭：
《提摩太前書：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戴浩輝：
《以西結書（一∼二十四章）
：生命載道的守望者》

簡體電子書
明道研經叢書
蘇永睿：
《每日一詩：詩篇卷三∼五》
黃福光：
《士師記：動蕩中的穩固根基》

68期 2021年4-6月 明道書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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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掠影

明道研經叢書
《利未記—神同在的會幕》
作者：高銘謙（建道神學院滕近輝教席副教授 / 聖經研究部主任）
作者簡介：
高銘謙，建道神學院滕近輝教席副教授/聖經研究部主任。英國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
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舊約），專研神學詮釋學及歷代志的音樂敬拜神學。現為中華宣道會友愛
堂義務牧師。著有明道研經叢書《歷代志上：預備天地同步的聖殿敬拜》《歷代志下：啟動天地
互通的聖殿敬拜》《耶利米哀歌：悲哀質問與盟約盼望》《利未記：神同在的會幕》，其他著作包
括《釋經要釋彩》《釋經釋出火》《釋經釋出禍》《釋經要釋喊》《聖召出聖徒：由內而外的門訓
四十二章經》《你的名字：從書卷名稱認識希伯來聖經》。

學者推薦：
如果有信徒說：「我很愛慕神的話。」我會毫不猶豫推薦他讀利未記，因為全書絕大部分都是神親
自說的話。如果你想看中文的利未記註釋，我想這應該是目前最好的一本了。
梁國權
明道社事工主任
高銘謙博士勇敢提出不同於舊譯的新詞；直接面對歷代解經難題，提出令人振奮的新解；更不懼
當代逆流，闡明經文正解，再再顯示他用功之勤，慧眼之深，尊崇聖經權威，宣揚屬靈真理。
賴建國
創欣神學院舊約教授

明道研經叢書
《彌迦書—有何神像耶和華？》
作者：周永健（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顧問牧師）
作者簡介：
周永健，美國費城西敏斯特神學院道學士、美國波士頓布蘭代斯大學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專攻
『地中海學』：古代近東歷史、語言及文化）。參與於1975年在香港創立中國神學研究院，1989年
至2007年擔任院長，現為該院榮休院長，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顧問牧師。著有《承先啟後的
事奉》《天光雲影》《路得記注釋》（天道聖經注釋）《士師記注釋》（中文聖經注釋）《承擔、弘
道、有情》《聖經 Why Why》。

作者自序：
在撰寫彌迦書註釋的過程中，彷彿回到公元前八世紀以色列的時代。使人驚訝的是，二千多年前
以色列社會的狀況，事實上與今天的情況相差無幾。當日政府官長和司法人員貪污腐敗、濫用權
力、屈枉正直、誣害忠良；宗教界的祭司和先知，同樣貪財自肥，把神聖的職事變為圖利的途徑；
地主與官長朋比為奸，欺壓貧苦小戶，奪取他們的田地，據為己有；富商的經營手法不誠實，謀取
暴利。觀看今天的社會，這些歪風都有現代的版本。不論古今，人類社會都沒有變好，問題癥結在
於人性的自私、自大、自利。人的內心如果沒有改變，外在力量的影響只是片面、局部和短暫的。人
必須悔改轉向真神，需要神的恩典，讓聖靈賜予新心，才能除惡行善、敬神愛人、造福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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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
心聲

Simon
大 家 好，
我是Simon
Lui。我返筲箕
灣崇真堂，退休前從
事貿易雜誌廣告銷售團隊，喜好是品嚐美食、看
電影書籍、旅行；關顧和接待是我的恩賜。
某天從教會的刊物架上取了明道社的通訊，得悉
有精讀團契課程，仔細再看，吸引我的不是哪卷
喜愛的經卷，而是課程對參與者有一定的要求，
參與者報讀前需要認真考慮，還須有牧者簽名，
夠認真，正對我口味！其實自己心裡早有念頭，退
休後真的要好好讀聖經，不可馬馬虎虎。於是決
心報讀，也開始認識明
道社。
讀 完 第一 個 經
卷，已 覺「 唔
夠 喉 」，確 實
好需要神的話

進行書籍
校對工作

在塔斯曼尼亞品嚐美食

語滋潤我心，於是續報新一卷的課程，如是至今
已有兩年多。我很喜愛精讀團契兩小時的課堂，
頭一小時與組員一起暢快分享功課體會，按OIA
問題模式輪流回應；後一小時更為雀躍，可以聽
老師即場講解，經文重點又再重現眼前，加深我
對經文的印象。而且老師講解絕不馬虎，風趣活
潑，凡學員要知悉的，從不吝嗇傾囊相授，悉心、
真誠的教導讓我極為欣賞。現實中，經文真理要
義和實際處境應用，對我有莫大幫助和啟發。透
過明道精讀團契，我還結識到一班不同堂會的
弟兄，大家目標一致、渴慕讀經，是意想不到的
收獲。
由於我認同明道社的理念，便每週來做一天義
工，以行動支持機構和回應主愛。來了半年多，感
受到同工們忠心事奉。我的工作主要是運送書
籍到不同機構和書籍校對，其中書籍校對工作讓
我讀多了書和聖經，學習不少。與明道社同工持
守理念同行，原來就是最好的服侍，讓我滿有喜
樂，感謝主。

與內子在鶴咀
海岸保護區

攝於塔斯曼尼亞亞瑟港

68期 2021年4-6月 義工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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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季改為網上進行
受苦者的哀聲、
詰問與生存—

先知與王國歷史的
神學軌跡（下）—

耶利米哀歌精讀

列王紀上精讀

張穎新

蒙日昇

日期：12/4-17/5
時間：週一晚 7:30-9:30 pm
合辦：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
堂數：6堂

日期：20/4-22/6（18/5放假）
時間：週二早 10:00 am-12:00 nn
合辦：九龍塘中華宣道會
堂數：9堂

日期：12/4-17/5
時間：週一晚 7:30-9:30 pm
合辦：播道會同福九龍東堂
堂數：6堂

日期：16/4-18/6（21/5放假）
時間：週五早 10:00 am-12:00 nn
合辦：宣道會北角堂
堂數：9堂
日期：16/4-18/6（21/5放假）
時間：週五晚 7:30-9:30 pm
合辦：播道會奇恩堂、播道會福泉堂
堂數：9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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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2021 年 4-6 月
June
享受生命VS
準備交賬—

主啊，我信！（下）—

傳道書精讀

曾培銘

蒙日昇
日期：15/4-17/6（20/5放假）
時間：週四晚 8:00-10:00 pm
合辦：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堂數：9堂

明道精讀團契
網上報名及簡介

約翰福音精讀
日期：13/4-22/6（18/5放假）
時間：週二晚 7:30-9:30 pm
合辦：荃灣浸信會
堂數：10堂
日期：14/4-23/6（19/5放假）
時間：週三晚 7:30-9:30 pm
合辦：宣道會北角堂
堂數：10堂
日期：15/4-24/6（20/5放假）
時間：週四早 10:00 am-12:00 nn
合辦：第一城浸信會
堂數：10堂
日期：15/4-24/6（20/5放假）
時間：週四晚 7:30-9:30 pm
合辦：旺角浸信會
堂數：10堂

68期 2021年4-6月 明道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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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摘錄

明道研經叢書

《利未記：神同在的會幕》
選讀
高銘謙
（建道神學院滕近輝教席副教授 / 聖經研究部主任）

引言：節期與安息日的神學（二十三1∼4）
第二十三章的主題是耶和華神聖的節期，可是在
其引言（1∼4節）中卻先提到安息日，到底安息日
與節期有何關係？

第二十三章的節期時，他們便配合了耶和華所指
定的創造秩序，藉此活現耶和華美好的創造，這
樣，禮祭與節期便是創造的行動。3

二十三章2節提到「耶和華所定的眾節期，就是
你們要宣告它們為神聖的聚會的，這都是我所定
的節期。」
（אשר־תקראו אתם מקראי קדש אלה הם מועדי
）מועדי יהוה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字眼，就是「所定的
節期」（）מועד以及「神聖的聚會」（。）מקראי קדש
第一，「所定的節期」（）מועד這字的字根是「指
定」（）יעד一字，對象可以是地點（例：會幕1）或

第二，「神聖的聚會」（） מקר אי קד ש中「聚會」
（）מקר א一字來自「宣告」（ ）קר א這字根，4 這種
「宣告」（ ）קרא就是向會眾報告節期及聚會的來
臨，呼 壔 人 放下手上 的工作，前來 集會。在 第
二十三章，「神聖的聚會」（）מקר אי קד ש包括無
酵節的第一天及第七天（7、8節）、五旬節（21
節）、吹角節（24節）、潔淨日（27節），及住棚節
的第一天及第八天（35、36節），這些日子要全
歸耶和華，不可做任何工作，所以便要以「宣告」
來指定這日，分別出來給耶和華。5 由於「神聖的
聚會」（）מקראי קדש只指定無酵節（七天）及住棚
節（八天）內某一兩日，而「所定的節期」
（）מועד

時間，由這字根我們便明白，所有耶和華的節期
都是耶和華所「指定」（）יעד的時間（appointed
time, fixed time）。2 耶和華所定的時間一早已
在創世記第一章說明：神說：「天上要有光體，可以
分晝夜，作記號，定節令、日子、年歲」（創一14），
其中節令一字便是「所定的節期」（）מועד，原來
耶和華在創世之時已指定了這些節令，並植入
在祂所界定的日夜及年曆之中，當以色列民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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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整個節期，所以筆者認為，「神聖的聚會」
（）מקראי קדש泛指「所定的節期」
（）מועד中比較神
聖及重要的日子。

總括來說，「所定的節期」
（）מועד以及「神聖的聚
會」
（）מקראי קדש這兩組字眼，說明了耶和華的節
期的神學意義。就在耶和華還未創造人類以前，
節期已出現在時間的觀念上（創一14），所以當
以色列民為耶和華守節，便等於配合耶和華在創
造秩序中所定的時間秩序，紀念神創造的工作。
而在這些節期中有一日子是「神聖的聚會」（קדש
）מקראי，目的就是讓百姓放下手上的工作，分別
為聖，向神守節，紀念自己神聖子民的身分，叫他
們一生認定耶和華是使他們成聖的神。6
當我們明白節期的神學意義之後，我們便要在
二十三章3節明白安息日的意義，才能了解它們
之間的關係。我們一般將安息日的意義局限在第
七天，可是第3節一開始卻先說其餘六天要做的
事，因而成為安息日的前提：「六日，工作要被做」
（）ששת ימים תעשה מלאכה，這種被動式的「要被做」
（）תעשה實在罕見，一般安息日的條例都是用主
動式（出二十9；申五13），但此處卻用了被動式，
與出埃及記三十五章2節所論安息日條例的句法
一樣，反映利未記在此處引用了出埃及記的安息
日條例，不過在引用的同時，利未記刪去了在安
息日做工的刑罰（死刑）。再者，除了二十三章3
節之外，「要被做」
（）תעשה的句法在利未記中就
只出現在素祭的條例（二7、11，六21），說明素
祭中獻給耶和華的一分不可有酵：「那酵不可被
做……」
（）לא תעשה חמץ
（二11），這有可能是為了
鋪陳下文無酵節（二十三6）的出現。
二十三章3節提到第七日是「完全的安息」
（שבתון
）שבת，此片語的直譯是「安息中的安息」，在文
法上是一種最高級的比較形式（superlative），
亦 即 是 最 安 息 的 一 日。7 吉 洛 梅（ P h i l i p p e
Guillaume）就安息日提出了不錯的解釋，她指
出耶和華六日創造，並以創造人類為創造的高峰
（the crown of creation），「安息日」
（）שבת的意
思不是「休息」
（）נוח，因為耶和華在第七天並沒
有休息，祂是不會疲倦的（賽四十28）。8 相反，耶
和華在第七天也在創造，創世記二章3節指出安
息日「就是神創造以便繼續去做」（אלהים לעשות
）אשר־ברא的東西，說明神六日的創造就算完成，
神的作為還 是沒有停止。9 所以，安息日並不是
說耶和華需要休息，安息日是耶和華創造的一部
分，在第七天祂創造了安息日，並指定這日為聖

日。當人類在此日放下手上的工作，把這日分別
為聖，在耶和華面前安息，就是配合神在第七日
的創造。10
二十三章3節以「它是屬於耶和華的」
（）הוא ליהוה11
來描述安息日，代表安息日完全歸耶和華所有，人
在這天不可追求自己的事，或進行自己的工作，
或謀求自己的利益（賽五十八13∼14）。12 安息日
是屬於耶和華的，代表以色列民的第七天是屬於
耶和華的，藉此來思念自己根本的身分；停下手
上的工作，為要讓人明白一個人的價值與本相，
並不是由工作及職位來定義，而是由耶和華與祂
的神聖來定義；神聖法典要求以色列民活出耶和
華的神聖（利十九2），守安息日就是活出神聖的
直接方式，百姓花上人生七分之一的時間，思想
及認定自己作為神聖子民的身分，並以這身分在
六日的工作中活出神聖。
申命記進一步闡釋安息日的神聖意義：但第七日
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
女、僕婢、牛、驢、牲畜，並在你城裡寄居的客旅，
無論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僕婢可以和你一樣安息
（申五14）。經文中的「如你一樣」（）כמוך，是安
息日的重點之一；另一個重點是「工」（）מלאכה，
這兩個重點其實是一個重點，互相緊扣。「工」
（ ） מ ל אכה的觀 念除了指人 所做的事業 外，還包
括因這事業而來的身分及地位。事實上，六日做
「工」（）מלאכה的日子，必然會帶來身分及地位，
有一些人是主人，有一些人是僕婢，有一些人是
助手，有一些人是老闆，身分與地位自然形成社
會上階層的高低，把人分開與對立起來，這都是
虛空的世界常見的事，也是因為「工」
（）מלאכה的
出現而有的東西。可是，到了第七日，律法吩咐我
們無論何工都不可做，這不但指不可做事業所要
求要做的事，更加指做「工」
（）מלאכה的人放下自
己六天所擁有的身分、地位、名譽等等，以使無論
是主人還是僕婢，都回歸「如你一樣」（）כמוך的
本相，這就是安息。在這安息日，每一個人都「如
你一樣」
（）כמוך，沒有地位與身分的分野，沒有階
級與對立的局面，是一種「打回原形」的狀態，每
一個人都以自己的本相過活，這樣，安息日叫人
明白自己的受造與其他人一樣，都有神的形象，
都是恩約的子民，以安息的狀態去慶祝自由，就
是擺脫地位及身分所建構的外衣，也擺脫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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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金錢與回報的慾望，使自己停下來，以「原
形」來與自己的僕婢相處，以本相來與自己的子
女生活，以真實的我來做神的子女。

1

利 一 1 描 述 會 幕 為「會 面 的 帳 幕 」（  （） א ה ל מ ו ע דT e n t o f
Meeting），其中「會面」（）מועד一字正是「所定的節期」。前者
是耶和華指定會面的地方，後者是耶和華指定會面的日子；前者
是地點，後者是時間。會幕作為面見神的地點可由此經文說明：
這要在耶和華面前、會幕門口，作你們世世代代常獻的燔祭。我要在

二十三章3節指出甚麼工都不可做，舊約其他經
文有指出這些工是甚麼，包括收集食物（出十六
29∼30）、耕種與收割（出三十四21）、生火（出
三十五3）、撿柴（民十五32∼36）、買賣（摩八
5）及挑擔子（耶十七21∼27），13 這些工是一個

那裡與你們相會，和你們說話。我要在那裡與以色列人相會，會幕就
要因我的榮耀成為聖（出二十九42∼43）。句中「會面」（）מועד一
字一共出現了三次。這樣，耶和華所定的節期就是：在耶和華所
指定的日子，並在祂所指定的地點面見神：Morales, Who Shall
Ascend the Mountain of the Lord?, 199；Haran, Temples,
269。
Levine, Leviticus, 15 4; Milgrom, Leviticus 23 –27, 1955;

農業社會的主要工作，也反映做這些工的人背後
的身分和地位。安息日要停止工作，一來是讓人
休息，二來也放下自己的地位及權力，讓這一天
歸耶和華為聖。

2

總括來說，節期就是耶和華所指定的日子，這日
子在創世時已經存在，當以色列民守節期，就等
於進入耶和華美好的創造秩序中，也進入神所
定的時間與節令裡，配合著神聖的節奏，紀念神
作為創造者的恩 惠。再 者，以色列民 更藉著安
息日，把七天中的一天分別為聖給耶和華，並在
守安息日期間，紀念自己的本相，認定自己是屬
神的子民，也是神聖的子民。安息日是盟約的記
號，讓人明白人真正的身分與價值，並不是由地
上的工作而定，而是取決於盟約的關係。這樣，
二十三章2至3節為第二十三章全章的節期，說明
其神學意義，讓人在守節的時候，不是為守節而
守節，而是在其中讚嘆神的創造，紀念自己屬神
的身分。

5

Milgrom, Leviticus 23–27, 1958.

6

到底安息日是否「所定的節期」（？）מועד在民數記中，安息日與

Hartley, Leviticus, 375.
3

Gorman, Ideology, 215–17; Gorman, Divine Presence, 127.

4

Levine, Leviticus, 15 4; Milgrom, Leviticus 23 –27, 1957;
Wenham, The Book of Leviticus, 301.

月朔雖然出現在民二十八∼二十九章的節期表內（民二十八3∼
15），但它們不被視為「所定的節期」（）מועד，這是由於安息日
每星期都有，人們自動進入安息日，無須宣告有集會及守節。可
是，神聖法典把安息日納入在利二十三章之內，因而把安息日變
成「所定的節期」（）מו עד，這有可能是因為普遍學者視神聖 法
典為 接近被 虜時期的作品，而在被 虜期間，由於沒有聖 殿，民
二十八∼二十九章所列明的獻祭就無法進行，所以守安息日變得
非常重要，用來界定以色列民的身分，因此神聖法典便把安息日
視為「所定的節期」（。）מועד有關討論可參Ibid., 1954–56。
7

Levine, Leviticus, 155; Milgrom, Leviticus 23–27, 1959.

8

P hili p p e G u ill aume, La n d a n d C a l e n d a r: The Pri e stly
Document from Genesis 1 to Joshua 18 , LHB/OTS 391
(London: T&T Clark, 2009), 40.

9

Ibid., 45.

10 吉洛梅不贊同一般學者的看法，認為「完全的安息」（）שבת שבתון
這句不是最高級的比較（superlative），反而是一種極小的比較

二十三章4節再次出現「所定的節期」（）מועד及
「神聖的聚會」（）מקראי קדש兩個字眼（2節），這
樣，第3節的安息日就被第2及4節這兩個概念涵
蓋，安息日因而成為以色列民守節期的節奏，14 其

（diminutive），而「完全的安息」（）שבת שבתון這片語就只出現在

中列明甚麼工都不可做的吩咐，主導了第二十三
章整章的年曆與節期（二十三7、8、21、25、28、
30、31、35、36），使安息日的模式在節期中重
複，難怪巴倫泰認為，第二十三章的節期是按照
安息日的模式而設計，既然安息日是神創造的最
後一樣分別為聖的東西，而節期也按照安息日的
模式進行，那麼守節期便等於活現創造秩序的美
麗，並以神看為聖的日子，視節期與安息日為聖，
也視自己為聖，15 活出神聖子民的身分。

文或其他神學場景來看，她也無法說明這種「小安息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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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及吹角日的經文（二十三3、24），說明這兩日都是「小安息
日」（minor Sabbaths），而不是「最大的安息日」（superlative
Sabbaths）：Ibid., 88。然而，筆者認為吉洛梅的說法只考慮個別
文法的運用，沒有把「完全的安息」（）שבת שבתון整句放在整篇經
如何在其他舊約的經文中得到甚麼支持。
11 《和》作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
12 Levine, Leviticus, 155.
13 Milgrom, Leviticus 23–27, 1960; Hartley, Leviticus, 375–76;
Sklar, Leviticus, 277.
14 Guillaume, Land and Calendar, 86–87.
15 Balentine, Leviticus,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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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迦書：
有何神像耶和華？》
選讀
周永健
（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顧問牧師）
耶和華的指控（六1∼5）
本段撮要
本段的主題是耶和華要與他的百姓爭辯，以法庭審訊的形式，表達耶和華指控祂
的百姓，這是先知書特有的文學體裁。1 在這個「宇宙法庭上」（cosmic cour troom），2 耶和華既是原告，也是檢控官，更擔任法官；被告是以色列人；山嶺、岡陵
和地的根基是證人，也是陪審團。本段主要是檢控官的陳詞。

本章的開始有幾個傳召，以直接呼格出現：首先
是以色列人，其次是山嶺、岡陵、地的根基，最後
是神的百姓。這個次序有其意義：第1節：以色列
人哪，當聽耶和華的話，表示以色列人要聆聽神的
控訴；要起來向山嶺爭辯，使岡陵聽你的話，表示
以色列人要向陪審團作出供詞回應指控。第2節：
山嶺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聽耶和華爭辯的話，
是耶和華呼召山嶺、岡陵和地的根基作證人，聆
聽祂的控訴。山岡和大地都是神所 造的，長 久
屹立，經歷悠久歲月，見證歷史變遷。耶和華救
贖以色列人出埃及，與他們立約時，藉著摩西呼
天喚地向你們作見證（申四26，三十19，三十一
28），共有三次之多，重點是若以色列人背約，天
與地都指證他們的不是。現今山和地都是耶和華
控告以色列人的證人。
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甚麼呢？我在甚麼事上使
你厭煩？你可以對我證明（六3），第3節起是檢控

官的陳詞，是 對神的子民說的。神在這裡問了
兩個問題，卻沒有詳細列出以色列人的罪行，為
甚麼？經文沒有交代解 釋，大概因為 在第一至
三章，先知已經指出官長和百姓的罪惡，不必在
此重複。但更有可能的是，神指控以色列人的目
的，不是要定他們的罪，而是要他們回轉，說之
以理、動之以情。神的陳詞以問題開始：我的百姓
啊，我向你做了甚麼呢？我在甚麼事上使你厭煩？你
可以對我證明。耶和華兩次稱以色列人為我的百姓
（六3、5），顯示他們之間立約的關係。這親密的
稱呼表明，神不是以色列人的對頭，他們要接受
神指摘他們不忠。神做了甚麼事使他們厭煩呢？
厭煩可以解作一些難以承受的重擔。3 神所吩咐
的律例典章是否一個重擔，以色列人難以遵守、
承擔不起呢？神的要求是否過 於嚴 厲苛刻，難
以達到？如果真的是這樣，神說：「你可以對我證
明。」這句話直譯是：「請你回答我。」4 神給以色
列自省的機會，他們可以自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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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將你從埃及地領出來，從作奴僕之家救贖你
（六4），神隨即陳述以色列的救贖歷史，就是耶和
華公義的作為（六5）。神列舉了四件歷史大事，提
及事件、人物、地方：
1. 神將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救贖他們脫離
為奴之地；
2. 神差遣摩西、亞倫和米利暗作他們的領袖，沿
途領導他們，過紅海、過曠野，走向神所賜的
迦南美地；
3. 當他們來到約旦河東的時候，摩押王巴勒設
計謀害以色列人，召比珥的兒子巴蘭咒詛以色
列人，為要使摩押王得勝，趕走以色列人，但
至終神使巴蘭的咒詛變為祝福；
4. 神提說以色列人從什亭到吉甲所遇見的事。什
亭位於約旦河東，是以色列人過約旦河之前，
最後安營的地方；吉甲位於耶利哥和約旦河
之間，是以色列人過約旦河之後，首次安營的
地方（書四19）。因此，從什亭到吉甲，表示以
色列人開始攻取迦南地所經歷的一切事情。
這四個事件綜合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的救
恩歷史。神問以色列人，祂向他們作了甚麼使他
們厭煩。現在神回答他們，這些就是祂所作的。
神救他們離開埃及，施行神蹟奇事，彰顯祂的大
能。神差遣領袖行在他們前面，摩西、亞倫和米
利暗雖然不是完美的人，卻是神忠心和正 直的
僕人，完成神所託付的使命。反觀彌迦時代的政
治、司法和宗教領袖都是貪污腐敗，根本不配作
領袖。摩押王巴勒和先知巴蘭的事蹟，在以色列
人的集體記憶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民數記用了
三章經文記述這事（民二十二∼二十四章），舊約
其他書卷亦有提及這宗曠野事件，5 新約更以此
為鑑。6 神要以色列人追念這些事，追念不僅不可
忘記，更要「把過去實現於現今」，7 重溫過往的
歷史，帶來今天新鮮的經驗。巴蘭事件見證神怎
樣把敵人的咒詛，變為神子民的祝福。神保護祂
的百姓，不受仇敵傷害，證明無人能阻撓神的旨
意，那些圖謀消滅神的選民和破壞神工作的人，
註定失敗。最後，從什亭到吉甲，就是以色列人
從約旦河東進入迦南，征服全地，得地為業（記
載在約書亞記），過程展示神的大能，趕出當地
居民，實現了祂給列祖的應許，亦達成摩西帶領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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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以色列人知道祂這些公義的作為。撒母耳時
代，以色列人要求立王，撒母耳提醒他們：現在你
們要站住，等我在耶和華面前對你們講論耶和華向你
們和你們列祖，所行一切公義的事（撒上十二7）。
他述說神從前立摩西亞倫領列祖出埃及，每當以
色列人遇到敵人攻擊，向耶和華呼求時，耶和華
就差遣耶路巴力、比但、耶弗他、撒母耳等領袖，
救他們脫離四圍仇敵的手（撒上十二6∼11）。
為何神所作的被稱為公義的作為呢？公義可理解
為「拯救」行動（saving acts），「恩惠的作為」
（gracious acts）。8 公義是神的屬性，祂所作的
無不公義。祂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期間所
施行的公義作為，包括神對法老、埃及人、迦南
人的審判與懲罰，也有對以色列人的慈愛、憐憫
和管教，使我們認識公義的含義，既有審判亦有
拯救，既有懲罰亦有寬容，嚴厲之時亦有憐憫。
這樣理解「公義」，幫助我們明白下文神要世人
行公義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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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西阿用同樣的文學技巧：以色列人哪，你們當聽耶和華的話。耶
和華與這地的居民爭辯（何四1），耶和華控告以色列人的罪狀是
這地上無誠實，無良善，無人認識神。以賽亞用相似的話陳述耶和
華責備以色列領袖欺壓百姓：耶和華起來辯論，站著審判眾民。耶
和華必審問他民中的長老和首領，說：「吃盡葡萄園果子的就是你們；
向貧窮人所奪的都在你們家中。」（賽三13∼14）耶和華指控的對
象不限於以色列，也控告列國所行的惡事：「必有響聲達到地極，
因為耶和華與列國爭辯。凡有血肉之軀的，他必審問。」（《和
修》，耶二十五31）。

2

出自Taylor, “Micah”, 466。

3

NIV : “How have I burdened you?”；JPS : “What hardship have
I caused you?”；《呂》：「我有甚麼事叫你發膩？」

4 《新》：「你可以回答我。」胡維華自譯：「作證指控我！」與JPS 的
英譯相似：“Testify against me”，惟帶有挑戰意味，稍嫌強硬。
NIV : “Answer me”，清楚簡潔。
5

申二十三4∼5；書十三22稱巴蘭為「術士」，二十四9∼10。被虜
後巴蘭事件仍深印在以色列人的腦海中（尼十三2）。

6

彼後二15稱巴蘭為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許多不敬虔、不義的
人都隨從他所走的路（另見猶11節）。別迦摩教會有人服從了巴蘭
的教訓，未知是否與尼哥拉黨有關（啟二14∼15）。

7

“actualizing the past into the present”，出自 Bruce Waltke,
“Micah” in The Minor Prophets, ed. T.E. McComiskey, 591765, An Exegetical and Expository Commentary vol. 2 (Grand
Rapids: Baker, 19 93), 730；Prior, The Message of Joel,
Micah & Habakkuk, 173n13引用。

8

ESV : “saving acts”；JPS : “gracious acts”。《呂》：「好使你們
知道永恆主的義氣」，譯文與別不同，表達耶和華信實可靠。

感恩
代禱

感恩代禱
1. 本地及國際精讀團契已全面開課，報名人數皆理
想，感謝弟兄姊妹支持。求主繼續帶領這項事工的
發展。
2. 「明道同學」查經（歌羅西書）已圓滿結束，感恩學
員對新課程投入學習，而課程亦一切順利。
3. 「利未記．網上讀經課程」反應很好，四堂課程已完
滿結束，盼望弟兄姊妹能得造就。
4. 因疫情關係，辛惠蘭博士原定於一月二十二日舉行
的提摩太前書講座，現改為四月三十日舉行，希望
屆時疫情受控，能舉辦實體聚會。
5. 周永健牧師所著的明道研經叢書《彌迦書》已順利
出版。今年將陸續出版梁美心博士的《歌羅西書》
以及郭文池博士的時代信息叢書《馬可福音》
，求主
加力給編輯，亦求主保守眾作者身心康健，早日完
成著作。

6. 本社講師於今
年四至六月，獲邀
到以下教會主領崇拜或
讀經營。求神使用他們的宣講，激發信徒明道行
道：香港福州語福音佈道會荃灣堂、中國基督教播
道會屯門福音堂、基督教中國佈道會九龍灣萬善
堂、北角福音堂、基督教宣道會愉景灣堂、基督教
信心會屯門福音堂、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旺角
靈糧堂）、基督教宣道會純光堂、中國基督教播道
會屯恩堂、基督教榮耀社區教會路加堂、駿發花園
浸信會、傳恩浸信會、大埔主恩浸信會、基督教宣
道會廣福堂、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寶雅福音堂、順寧
道平安褔音堂、基督教信心堂土瓜灣堂、基督教樂
道會將軍澳堂、中華基督教會基道旺角堂、主恩福
音堂、基督教多加堂。

財政 報 告

財政
報告

2020年10至12月經常費＊
收入

HKD

HKD

支出

個人∕團體奉獻

888,644.01

薪津∕保險

538,478.17

書刊銷售

531,670.47

行政辦公室常費

166,860.84

課程收入

0.00

書刊出版

235,870.58

4,552.43

課程支出

96,564.00

折舊

24,027.50

其他
總收入

1,424,866.91

淨收入

363,065.82

總支出

由2020年7月起至今累積盈餘HKD93,269.70
＊以「權責發生制」
（Accrual Basis）為基礎

1,061,801.09

註：以上賬目未經會計師核實

我們為神豐富的供應和弟兄姊妹愛心的支持感恩！
盼望弟兄姊妹繼續透過禱告及∕或奉獻支持我們：
1. 郵寄支票至本社，支票抬頭「明道社有限公司」或「Ming Dao Press Ltd.」；或
2. 將奉獻直接存入本社匯豐銀行賬戶（賬號：502-393523-838），收據正本可郵寄、
WhatsApp（6220 1771）或傳真（3013 9501）至本社；或
3. 轉數快FPS ID: 6729057；或
4. 以自動轉賬方式，按月定額奉獻，詳情可致電2986 9968找Simon弟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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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作者講座系列

基 督 中 心 堂︵ 佐 敦 堂 ︶ •
明道社 合辦

迎向風起雲湧時
︱

從提摩太前書
重拾教會初心

改期
辛惠蘭
中國神學研究院
副教授（聖經科）
日期：2021年4月30日（週五）
時間：8:00-10:00 pm
地點：基督中心堂（佐敦堂）
九龍佐敦道14-16號嘉信樓二樓禮堂
（港鐵佐敦站B1出口）
報名：http://bit.ly/MDP_210122

內容簡介：面對時局幻變，眾說紛紜，
離散遷移頻仍，教會在裡外衝擊之下
要如何自處？本講座盼望透過提摩太
前書的教導，回到教 會在世作為「永
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
身分本質和責任，探索教會如何在公
開見證、信仰教導、內部秩序、領袖素
質等方面，實行以「聖經的不變」應對
「周遭的萬變」。

費用全免

董事 馮耀榮（主席兼義務執行董事）、陳瑞盛（司庫）、吳兆基、何志偉、辛惠蘭、高銘謙 ∕榮譽社長 鄺炳釗 ∕執行編輯 李芷晴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請與本社聯絡 ∕
辦事處 辦公時間 8:30am-12:30pm，1:30-5:30pm ∕電話（852）2986 9968 ∕傳真（852）3013 9501 ∕電郵 info@mingdaopress.org ∕
網址 www.mingdaopress.org ∕地址 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9號匯達商業中心6樓6號室 ∕
明道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