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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教會年度目標：彼此同心，傳揚主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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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請繼續為教會未來堂址禱告。
請為 6 月 22 日全英華人循道會支華會議禱告，求主帶
領參加者及議會者帶領祂的國繼續興起。
請為 6 月 12 日中午 12 時倫敦 King Cross 教會許廣錚
牧師就職典禮獻上禱告，求主帶領許牧師及家人能盡
早適應英國生活。
請為 6 月 19 日歡送本堂舊支華小組 5 位西人同工職員
禱告，求主保守本教會的將來，也保守他們健康。
為需要扶持的弟兄姐妹代禱：
、
a) 身體欠安者：黃漢威、黃世康（李玉蘭的兒子）
蔡明暉、文就、趙磊、山西敏、張悅泉母親、
廖展民母親。
b) 待產媽媽與胎兒的健康：陳彩寧、余紅梅。
為回原居地的弟兄姐妹禱告：黃宏立、馮官保夫婦。
願神保守他們一切平安順利。
也請為利比亞政變、敘利亞內戰及日本核危機，求主
安慰死傷者的心靈。

《遍覽聖經》
覽聖經》

湯偉彪弟兄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早上十一時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於本堂內，由江雪芳老師指導下遍覽整本聖經。由創世記至
啟示錄，舊約三十九本書、新約二十七本書，合共六十六本
書，並逐一講解。根據江老師說：｢教導閱讀整本聖經的課程
最小須 要九個月，每星期兩天上課才能完成。｣但她卻運用
幾十年教導聖經的經驗，並用列表及筆記方式濃縮和撮要地
把聖經用一天時間講解一遍。讓當日二十六名上課的學生都
能深深體會到聖經的豐富內容，從頭到尾一次過加深認識每
本書的內容、主旨與及他們的關連。本人亦嘗試把當日上課
學習聖經概略地陳述一遍本並與本堂會眾一同分享。當日整
個課程都有錄音並上載於本堂網
址 http://chinese.bhamhttp://chinese.bham-methodist.info (講道)，會眾都
可在該網站收聽。
創世紀 1 至 2 章：是講述創造的上帝，上帝以說話創造了
次序與規律，用六日創造天地萬物。第七天定為休息日，聖
經乃是見證那位寬大、憐憫、慈愛、全能的創造者的信靠，
紀念我們是上帝所創造的，也要負起管理大地的職責和任
務，在安息日裡懂得使用上帝所祝福的日子。
創世紀 3 至 11 章：是講述悖逆的人，不聽神的話，從在伊
甸園自由生活，與神的關係，遭受試探、悖逆、隔離去探討
人與罪的關係。罪是指破壞了與神那份愛和信任的關係，神
的叮嚀與囑咐是對人一種期望、禁令、界限、限制是上帝的
心意恩典保護的範圍。但人不聽神的話吃了分別善惡樹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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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子。亞當、夏娃吃了果子，註 1(創世紀 3 章 9-13) 人便被
逐出伊甸園。後來人還犯了種種惡行，這便是罪的起源。
創世紀 12 至 50 章：講述蒙召的子民與神立的約。約是維
繫上帝與他子民的關係。上帝主動立約，人能選擇接受或拒
絕。福音源自順從，『亞拍拉罕：“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
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創世紀
12 章 2 節)立約群體是上帝的呼召、塑造、試驗和看顧中，
回應上帝的呼召進入立約的信心。洗禮、謹守聖餐、奉獻、
守主日是上帝立約的標誌。
出埃及記：講述上帝垂聽呼求與拯救。註 2(出埃及記 3 章
7-8 節)摩西成為公主的兒子，接受良好的教育，長大後他帶
猶太人離開埃及為奴之地到達曠野四十年，鍛煉猶太人的信
心，直到應許之地，學習敬拜，學習生活。
申命記：講述上帝頒賜律法給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哪、我
今日曉諭你們的律例、典章、你們要聽、可以學習、謹守遵
行。」(申命記 5 章 1 節)，律法使以色列人成為一個獨特的
民族，他們是被分別出來的民族，從社會福利的律例(如施行
憐憫)、食物的律例、公義的律法、家庭生活的律例(如孝敬
父母)等等，顯出他們特殊的身份與神的歸屬感。
利未記：講述上帝臨近時，人與上帝復和。敬拜是以色列
人日常生活的延伸，包括三個層面：(1)記念被釋放的經歷，
從埃及得釋放轉變成記念，從罪中得釋放，「逾越節」的筵席
是一個嚴肅又歡欣的感恩慶典。(2)贖罪，藉著贖罪祭，人與
上帝復和。利未記 16 章幫助我們認識贖罪日與贖罪祭。(3) 感
恩，獻祭是向上帝表示感謝，住棚節(收藏節) ，五旬節是感
恩與慶祝的節期。基督徒乃以喜樂、感恩的心參與敬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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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中有紀念、贖罪和感恩。
約書亞記和士師記：是講述沒有君王的百姓，在信靠神的
領袖下生活。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耶利哥城)
是靠上帝禱告而得勝。信靠上帝的應許，必帶來勝利，約書
亞強調對約的順服，上帝為以色列人的心開始背叛上帝，他
們面臨危機與混亂時，耶和華興起士師拯救他們脫離敵人的
手。但他們在平穩之後又再重犯，因此循環方式不斷重複出
現，背叛、懲罰、悔改、獲拯救。「我不管理你們、我的兒子
也不管理你們，惟有耶和華管理你們。」(士師記 8 章 23 節)，
士師們都堅持上帝是以色列人真正的統治者。
撒母耳記上及下，列王紀上及下：講述擁有君王的以色列
人的景況，百姓向撒母耳呼求：「現在求你為我們立一個王治
理我們，像列國一樣。」(撒母耳記上 8 章 5 節) 於是先後有
掃羅王、大衛王及所羅門王等治理以色列。最後以色列分為
南北兩國及被滅國，並被擄至巴比倫，亡國 50 年。上帝的子
民真的需要一位君王嗎？君王能帶來團結力量和更大的穩定
嗎？上帝對撒母耳說：「百姓向你說的一切話、你只管依從、
因為他們不是厭棄你、乃是厭棄我、不要我作他們的王。」
（撒母耳記上 8 章 7 節）真正的安全感是信靠上帝，行上帝
認為善的事。
先知書有 17 本由以賽亞書至瑪拉基書：講述先知是蒙上帝
選召宣告上帝的行動。先知在最適當的時刻呼籲上帝的子
民：「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甚麼
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
(彌迦書 6 章 8 節) 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們向王們講，警戒、
責備、勸告、安慰、預言等等的話。因為他們聽上帝的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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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察人民的境況。先知的眼淚阻止不了悖逆、不忠不義的致
命後果，就是那應許之地被燒毀成荒蕪之地。而上帝的旨意
不是拆毀而是管教，不是毀滅而是潔淨與救贖。
詩篇：共有 150 篇， 以色列人由於被擄之國的經歷，從一
個強調動物祭禮和聖殿崇拜的子民變成一個在會堂裏注重律
法和禱告的子民，詩篇乃是表達內心深處難以表達的感受與
思想，稱 為「心靈之歌」將人生各種經驗影射出來。其中包
括哀歌、讚美、述說救恩歷史、懺悔、感恩等等。詩人勇敢
地、真誠地將心底的話向上帝表述。如：生病(第 23 篇)、葬
禮(第 90 篇)、悔罪(第 51 篇)、感恩(第 103 篇)、頌讚(第 100
篇)、讚美(第 150 篇)，我們應學習向上帝敞開，大膽將自己
的思想和感受交托給上帝。
箴言：從箴言中得到正 直生活的指引，上帝的道路是美善
的，若遵從祂必帶來和諧及蒙上帝祝福的人生。以色列人經
歷了被擄後，重回家園，他們決心重新開始，過著順服上帝
的生活，避免重蹈覆轍。上帝藉著以斯拉和尼希米使被擄回
歸的人重建聖殿、重修耶路撒冷城牆、朗讀律法、更新立約。
詩篇是跪下來禱告，而箴言是站起來行動。註 3 (詩篇 1 章
2-3 節)
約伯記：學習在莫明的苦難中仍信靠上帝，生活是不公平
的，有時惡人卻昌盛，義人卻受苦。苦難令我們困惑！能使
人轉離或歸向上帝，奧秘常與患難相輔而成，當上帝向約伯
說話時，使約伯得著安寧。上帝不會經常給我們答案，但卻
應許與我們同在。
最後以舊約列表協助會眾在閱讀聖經時增多一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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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17本
17本

舊約 39 本書
詩歌
智慧
文學
5本

五經律法 被擄前歷 被擄後歷
書
史
史
5本 9本 3本
創世記 約書亞記 以斯拉記
出埃及記 士師記 尼希米記
利未記 路得記 以斯帖記
民數記 撒母耳記
上
申命記 撒母耳記
下
列王記上
列王記下
歷代志上
歷代志下

內心生
活
5本
約伯記
詩篇
箴言

基要預言
5本
以賽亞書
耶利米書
耶利米哀
歌
傳道書 以西結書
雅歌 但以理書

的那樹上的果子嗎？” 那人說：“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
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 耶和華 神對女人說：“你
做的是甚麼事呢？”女人說：“那蛇引誘我，我就吃了。”
註 2：耶和華說：“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
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我原知道他們的
痛苦。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
註 3：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
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作的、
盡都順利。
由於篇幅有限，
由於篇幅有限，新約下期待續。
新約下期待續。

先知書
17本
17本

被擄前
先知
9本
何以阿
書
約珥書
阿摩司
書
俄巴底
亞書
約拿書
彌迦書
那鴻書
哈巴谷
書
西番雅
書

被擄後
先知
3本
哈該書
撒迦利
亞書
瑪拉基
書

《一條脫色的褲》
一條脫色的褲》
橄欖山
橄欖山

我把一條新買回來的褲拿去洗時，我才發現那顏色為何脱得那
麼厲害，我過了很多次的水它還是在脱色，唉！我在想它到底
要洗到幾時才不再脱色呢？就在那時，我想起我做了基督徒那
麼久，我的罪就好像這條褲一樣什麼時候才能完全脫離呢？幾
時我才能成為聖潔的人呢？。。。。
感謝神！我有一位慈愛和憐憫的神，只要我們承認自已的過
犯，祂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翰一書
1:9），靠着祂的話語來洗滌我，我就比雪更白。我要聽從祂的
教導常常把聖經的話語記在心裡，因祂在詩篇第1章：1-2節跟
各人說：「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
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註 1：耶和華神呼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他說：“我在
園中聽見你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藏了。”
耶和華說：“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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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近期活動

月 4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正，Solihill 內政部官員到本
堂會見正在申請難民身份的中國的信徒，並講解最新移
民法令，歡迎各會友帶朋友出席。

1) 6

2) 6

月 19 日將會慶祝父親節，祝各位父親福杯滿溢。

月 1 日(星期四) 晚上假 Symphony Hall 舉行伯明翰循
道會新聯區成立典禮，但需要入場卷(免費)，並請於 6
月 19 日前向張楊偉虹姐妹報名領取門票，多謝大家合
作。

3) 9

4)

教會講道錄音與教會相關資訊列於教會網站上，歡迎各
位弟兄姐妹多多使用教會網站，並可介紹給朋友。網站
網址為：http://chinese.bham-methodist.info/

5) 教會地庫內添置一張乒乓球桌，歡迎各會友於星期天
聚會前及散會後使用，互相切磋球技。
6) 教會圖書館設有屬靈書籍與光碟等資源，歡迎會友多加
使用。欲借書與查詢書目的弟兄姐妹，可與圖書館負責
人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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