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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飛快，才一轉眼，算算

自己重生得救至今已有49年，蒙主呼
召全時間服事，顛顛簸簸地也走了33
年。多多事奉主是我得救以來一直有

的心意，然而這麼多年過去，卻總對

自己在神前的事奉不甚滿意。

在我個人的經歷中，事奉多半

是在忙碌生活中受到愛主之心的激勵

做出來的，很少是屬靈生命中一種自

然的流露。但感謝主，我那份軟弱又

不忠心的事奉卻依然蒙主的保守。多

少時候我心中總是反覆思想一個問題

─我是否一直在憑肉體事奉主？這

許多年來，自己也體會得出，有些事

奉實在是勉強肉體去做的。這樣的事

奉是不是不屬靈呢？會不會不蒙神的

喜悅呢？若憑肉體服事不蒙神的喜

李定武／著

悅，那麼這些年來，我在事奉上所蒙

的恩典與祝福又該如何解釋呢？許多

時候，我何嘗不想暫時脫下事奉的重

擔，好好安靜一段時候，如同坐在主

腳前的馬利亞一樣，單單與主有甜美

的交通？但事奉常有「壓力」和「期

限」在那兒，不容我什麼都不管，因

此有時我也會為馬大暗中叫屈。再

說，即或能把事奉暫時放下，世俗的

事也會偷偷地擠進來佔去我那顆愛主

的心。難道我是憑著事奉來維持自己

在主前的地位嗎？我開始從神的話語

中求答案，求主賜我智慧了解「事奉

與我」這問題上的癥結。

神藉兩段經文賜我答案，事奉主

不單只是在身體上事奉，同時也需要

進入心靈的敬拜而有屬靈上的事奉。

壹、 烏西雅的事奉─身體的

事奉

歷代志下26章讓我們看到烏西雅
王事奉的幾個特點：

一、他是個有毅力及決心的人（a 
committed person）

聖經說，烏西雅「定意尋求神」

（代下26: 5）。這是一個事奉主的人
必須有的條件。我常沾沾自喜，因自

己也是個有決心的人，這點與烏西雅

王很相似，但事奉主單靠決心是不夠

的。

二、他是個能幹有為的人（a gifted 
person）

烏西雅是個傑出的人才。他是軍

事家，「名聲傳到埃及，因他甚是強



擁有祭司聖潔的身分。我們是因耶穌

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的，

主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使

我們可以直接到神前奉上屬靈的事奉 
（來10: 19-20）。彼得說：「惟有
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

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

民⋯⋯」（彼前2: 9）神對我們的要
求是，我們的事奉最終要能進入祭司

的職分，這才是屬靈的事奉。

貳、 撒督子孫的事奉─屬靈的

事奉

先知以西結曾預言，神的榮光

有一日會再次充滿聖殿（結44章），
但神對在聖殿中事奉祂的人有祂特別

的要求。以西結在異象中看到聖殿的

尺度，使我們了解它屬靈的意義。這

殿有內外兩院，內院對著東門，殿前

有祭壇。殿共分為三部分：分殿前的

廊子、殿，及內殿（結40: 48；41: 1- 
4）。我們從每層殿門的尺度與規模
的不同，可以看出事奉神的人有不同

的職位，並且要由屬靈程度不同的人

來擔當。

殿前廊子的門有14肘寬。殿─
也就是聖所，其門卻窄了很多，只有

10肘。內殿的門，也就是至聖所的門
最小，只有6肘。每層殿的門逐漸減
小，象徵著配得進入參與事奉的人數

也逐層減少。這同時也表現出由外層

進入內層聖潔程度的加增。神對各層

的事奉也有不同的要求。在至聖所 
「惟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獨自進去」 
（來9: 7）。至於對聖所與殿前廊子
中的事奉，從以西結書，我們可以看

到神對事奉上的不同要求：

一、事奉殿門（ministry to the house）
以西結書44: 10-12說：「⋯⋯利

未人遠離我⋯⋯然而他們必在我的

聖地當僕役，照管殿門，在殿中供

職⋯⋯」神指責當時本有祭司職分的

利未人，因為他們「⋯⋯曾在偶像前

伺候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絆腳

石⋯⋯」因此「他們不可親近我，給

我供祭司的職分⋯⋯」（結44: 13）
神不要利未人作屬靈的事奉，他們只

能在身體上事奉，服侍殿門，看守殿

宇而已。

二、事奉民眾（ministry to the people）
以西結書44: 11說：「⋯⋯必為

民宰殺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 
民前伺候他們。」這些有祭司職分

的利未人，因為不聖潔的緣故，只

能做些幫助民眾敬拜主的事奉，他

們沒有資格親近主，作屬靈上的事

奉，神特別指出「他們不可親近我」 
（結44: 13）。今天多少為主奉獻的
工人，因為生活上的不聖潔，不能進

到事奉的最高層，面對主而事奉，

只能維持在身體上的事奉，「看守殿

宇，辦理其中的一切事，並作其內一

切當作之工。」（結44: 14）。求神給
我們每個人一顆警惕的心，雖然事奉

殿宇和民眾會使我們忙碌，但不要 
讓我們只顧及在身體上的事奉，而 
忽略了那「上好的福分」─屬靈的

事奉。

三、事奉主（ministry to the Lord ）
只有一小群聖潔、忠心的人，

才配進入屬靈的事奉─就是事奉主

自己。「⋯⋯祭司利未人撒督的子

孫⋯⋯他們必進入我的聖所，就近我

的桌前事奉我⋯⋯」（結44: 15-16）
屬靈的事奉就是進入「聖所」，在主

面前直接對主的事奉。15節也告訴我
們，這種事奉的工作是什麼。

＊「親近我，事奉我」（結

44: 15）─隨時親近主，一種符合

主心意的事奉。

＊「侍立在我面前，將脂油與

血獻給我」（結44: 15）─在主前

隨侍在側，供祂使喚，一種完全順服

的事奉。事奉時，肯將最寶貴的「脂

油」和「生命」傾出來，奉獻給主，

也就是「生命的事奉」。

他們如何得以親近主、事奉主

呢？

1.「……穿細麻衣……頭上要戴細

麻布裹頭巾……」（結44: 17-18）。

穿戴細麻布為的是使身體清爽、

盛。」（代下26: 8）；他又是個工程
師，「建築城樓，且甚堅固」」（代

下26: 9）；他還是個機械設計家（與
我同行！）「在耶路撒冷使巧匠作機

器，安在城樓和角樓上。」（代下26:  
15）；他又「喜悅農事」、「牲畜甚
多」，是個農業家（代下26: 10）。

常常我們事奉主是仗著自己的聰

明才智。聖經卻使我們看到，單有事

奉主的毅力與心志，即使再加上事奉

上的恩賜，仍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

要有心靈上的敬拜─屬靈的事奉。

否則我們就如同烏西雅王一樣，不能

蒙主的悅納。

三、他是個心高氣傲的人（a proud 
person）

烏西雅之所以沒有用心靈敬拜

神，因他缺乏敬畏神的心。「他既強

盛，就心高氣傲，以致行事邪僻，干

犯耶和華他的神。」（代下26: 16）
經常在教會中服事的我們要常常自省

─我會因有恩賜而心高氣傲嗎？

我是帶著敬畏神的心從事肉體的事奉

嗎？主耶穌說的好：「那真正拜父

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

這樣的人拜他。」（約4: 23）
烏西雅得罪神，因為他在國勢強

盛之後，用自己的方式，憑肉體到神

前事奉。他「進耶和華的殿，要在香

壇上燒香」。祭司亞撒利雅阻擋他，

對他說：「你出聖殿吧，因為你犯了

罪。」（代下26: 16-18）。烏西雅不
聽，立時在眾祭司面前發出大痲瘋。

聖經結論說：「烏西雅王長大痲瘋，

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別的宮裏，與耶

和華的殿隔絕。」

烏西雅從此一輩子與神的殿隔

絕，永遠不能再事奉神了，這是何等

悲慘的下場！我們儘管可以為事奉主

而身體忙碌，但沒有人能帶著罪惡的

身體進到神前親近主，而作到屬靈上

的事奉。

事奉主有不同的職分。在聖所

燒香乃是祭司的職守。新約時代，雖

然我們在事奉形式上改變了，實質上

仍是相同的。在主前事奉的人，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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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細麻布也有它屬靈的意義，啟

示錄19: 7-8說：「⋯⋯羔羊婚娶的時
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就蒙

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

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羅馬書13:  
14說：「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
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一個事奉

主的人，要常常披戴主耶穌基督的恩

典，除絕肉體的私慾，穿戴為主所行

的義去親近主、事奉主。

2.「……要為自己獻贖罪祭……」

（結44: 27）

主耶和華說：「當他進內院、

進聖所，在聖所中事奉的日子，要為

自己獻贖罪祭。」侍立在主前的事奉

者，首先要在生活上聖潔，把個人的

罪完全在主前懺悔清楚。在主前事奉

的人同時必須在生活中見證神。以西

結書44: 19說：「他們出到外院的民
那裏，當脫下供職的衣服，放在聖屋

內，穿上別的衣服，免得因聖衣使民

成聖」。一個在主前侍立的人出到外

院時，不必要特別顯出他在殿內事奉

的特權，他的衣著應與民相同。這正

應證主耶穌的教訓，叫我們不要在

人前吹噓自己愛主、事奉主的心， 

「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你父在暗中

察看，必然報答你。」（太6: 17-18）

參、事奉的果實

我們看到身體上的事奉不過是我

們對神在外圍上的事奉，屬靈的事奉

乃是親近主、侍立在主面前，這也就

是祭司在聖所的事奉。以西結叫我們

看到這類事奉所帶來的果實。

一、事奉者的產業─「我是他們的

產業」（結44: 28）
耶和華成為事奉者的產業和基

業，且是永遠長存的。

二、事奉的福分

「⋯⋯你們也要用初熟的麥子磨

麵給祭司。這樣，福氣就必臨到你們

的家了。」（結44: 30）這種祭司式
的事奉能使多人蒙福，使神的福分臨

到多人的家中。

三、事奉的結果─愈發像主

（Christ-like）
1. 有基督的知識（the knowledge 

of Christ）

「⋯⋯使我的民知道聖俗的分

別，又使他們分辨潔淨的和不潔淨

的。」（結44: 23）這樣的事奉使會
眾有知識與分辨的能力，就如同約翰

一書5: 20所說：「我們也知道神的兒
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

我們認識那位真實的⋯⋯」

2.有基督的心智（the mind of 

Christ）

「有爭訟的事他們應當站立判

斷。」（結44: 24）這樣的事奉能引
來主的心智，使自己有站立判斷的能

力。主說過：「我憑著自己不能作

什麼；我怎麼聽見，就怎麼審判；我

的審判也是公平的，因為我不求自己

的意思，只求那差我來者的意思。」 
（約5: 30）

求主讓我們看清對主事奉的精

義。我們的事奉必須由外圍身體上的

事奉，進入到內院聖所中屬靈的事

奉；要由民前伺候與看守殿宇的事奉

進入到侍立主前祭司的事奉。惟有

這樣的事奉，我們才能成為多人的祝

福，自己才能得到基督的身量，耶和

華才能成為我們真正的產業。求神成

為我們這些有心服事主的人隨時的幫

助與力量。 



多年來我一直是更新

的忠實顧客，從《鐵證待

判》到《春雷》，中間買了

不知道多少更新出版的書

籍，直到最近加入更新的陣

營後才發現，我所知道的，

只是冰山的一角。耶和華

神要亞伯蘭從他所在的地

方，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

（創13: 14-18），這是一個
提醒，也是一個應許，有挑

戰、也有祝福，難怪亞伯蘭

立馬就行動起來，搬了帳蓬

來到希伯崙幔利的橡樹那裏，又築了一座壇。真巧，更

新的事工也有東西南北四個大方向，讓我們也從所在的

地方，來舉目看一看。

文字事工是更新最早、最大，也最有成效的一塊，

我來到更新總部認識了文字事工的同工團隊，看到他們

專業的投入和敬業的精神，真是由衷地敬佩，難怪他們

能以最少的人數，藉用閣樓上狹小的空間，推出一本一

本好書，供應讀者和教會的需求，更新的這項服事，已

經默默地進行快50年了。
然而文字事工也面臨巨大的挑戰，現代網路影響下

的一代，買書和讀書的風氣與以前大不相同，讀者明顯

減少，而同時出版與紙張的成本又不斷颯昇，加上以前

有些暢銷的市場，現在遇到嚴峻的限制，以致現在書籍

的銷售量比以前減少了幾乎七成。這是今日屬靈的新戰

場，我們一方面需要儆醒為此迫切禱告，一方面要鼓勵

自己與周遭的親友們多讀書、多買書，更重要的是要把

這項文字事工當作使命（mission）來支持，即使虧本，也
要繼續！

更新傳道會的更新學院是比較少為人知的事工，我

最近才發現在過去18年的歷史中，上過更新學院課程的
人次不下2000，按選課的個人名單到目前已經超過950
人。校友中現在不論在教會或機構裏全時間服事的已有

20多人，他們對當今基督徒的社區有重要的貢獻和影
響，看到神真是使用、也賜福更新學院的事工。

由於更新學院對老師的資歷和神學路線有嚴謹的要

求，所以師資的新陳代謝就成為一個鉅大的挑戰。感謝

神18年來，我們有一流的師資，他們不但學問好，神學

觀點合宜，也有清廉的基督徒品格：長期開課的陸蘇河

教授、黃子嘉牧師、張麟至牧師等都擁有不少粉絲！透

過聯繫，明年起，我們還會陸續增加一些師資。目前加

州基督工人神學院的院長呂紹昌牧師答應明年春天來開

舊約課程，而且答應一訂就3年，真是超過我們所求所
想的。我們還需繼續找年長的和年輕的老師，求主給我

們平安通達的道路，像亞伯拉罕的老僕人給以撒找媳婦 
那樣！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更新的傳道與門訓一直是李定

武牧師最專注的事工，不但造就了教會和弟兄姊妹，也

提高了更新的知名度，許多人就是因為聽了李牧師的講

道才知道有更新傳道會。現在網路時代，大家可以上網

去聽李牧師的講道（網址：www.crmnj.org）。我自己就常
常上網去聽，覺得不但很享受，也覺得很有啟發性。

傳道事工中的另一方面就是推動門徒培訓事工，記

得約在1989年李牧師來我們加州北區基督徒會堂，教我
們怎樣帶《聖徒裝備》的課程，接著我們就用這些材料

開課作門訓，我自己連作了10年，直到2000年離開教會
去泰國宣道才停，其間有一百多人上過這課，他們絕大

多數後來都繼續在主裏有成長，也加入教會的服事。但

受益最大的還是我自己，這10年的經驗是我在泰國生活
和工作的底氣來源。退休回美後，發現更新的《豐盛生

命》課程更好用，我在教會的團契裏去年與今年各開了

一次，學員們的反應十分熱烈積極，也願意學以致用，

甚至有人開班培訓下一代門徒，給了我莫大的鼓勵。更

新的同工周德威弟兄經常在各地帶領《豐盛生命》的課

程，鍥而不捨，相信漸漸就會看到這課程對教會或各人

正面的衝激了。

如果有讀者想要上《豐盛生命》或學教這課程，請

與我們聯繫，我們一定會傾囊相授，毫無保留。培訓人

去作耶穌的門徒是主給我們的命令和使命，這是蒙福的

服事，也是我們秉行的信念。

宣道事工是更新傳道會的第四塊事工，更新總會與

新加坡更新分會同心合力，特別在中緬邊界從事少數民

族的福音與扶貧事工有20年之久。去年魏愛梅傳道加入
了更新團隊，成為北美更新總部宣道事工部的主任，帶

領我們重新出發。今年9月下旬恩信宣道協會的LLC宣道
中心在清邁落成，現在成為更新的宣道基地，愛梅就住

裏面，她的第一項使命就是就近督導對面的恩惠學生中

心和帶領住在中心的學生們。今年的兩位畢業生都考取

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
李力彌（更新事工部主任）／著



了清邁大學，其中一位因家庭的阻撓沒能入學，十分可

惜。明年我們將有4位畢業生，所以要加緊為他們禱告，
求主帶領保守，將來都成為在泰國神的國度裏的人才。

愛梅也在泰國北部藉著營會和當地同工不斷開闢新的工

場和門訓的機會，加上神在緬甸及中國所開的門都期待

持續耕耘，這真是一個莊稼多工人少的世代，讓我們在

關心宣道事工的同時，也求主打發更多的工人來收割祂

的莊稼。

看了更新傳道會各方面的事工，看到我們的神真

是獨行奇事、大而可畏的主，藉著過去完成的事工和績

效，顯明神的恩慈和偉大，也看到自己的渺小和不配，

只有謙卑在主面前，求主繼續使用我們，來服事這個 
世代。

寫到這裏，心中有兩個感動請您和我們一起來禱告

和仰望，相信主是信實又豐富的，必按祂的旨意和時間

來成就。第一個禱告是，求神打發更多的宣教士來加入

更新的團隊，特別是有教會服事經驗和社會工作經驗的

人。我在59歲半時進入宣道工場成為全職宣教士，後來
的18年成為我人生中最充實豐富的黃金歲月，如果我的
經歷對你有參考價值，請與我聯繫（info@crmnj.org）。 
第二個禱告就是求主在更新現址附近，再給我們一棟房

子。我們的現址已經用了三十多年，現在嚴重擁塞，無

法開展新的事工，趁著現在房價還低，應該再添一座房

子，不但可以舒減辦公室的壓力、提高工作的效率，更

可以用來作讀者交流座談會、宣道禱告會等等小型聚

會、講員訪客及外地同工的接待等等多種用途。聖經教

導我們「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

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賽54: 2）
現在不正是時候了嗎？

但願藉著神賜給我們的人力資源、財力資源、團隊

資源，和現今的機會，使我們作又聰明又忠心的僕人，

趁著白日，為主作更大、更美的工。 

老編自省─四十年來
寫於更新月刊發行40年慶前夕

陳長真／著

2018年似乎過得特快，實在有點叫人應接不暇。平
時忙於家事與事奉，很少想到老之將至的問題，直到最

近去探訪我們陳家惟一餘下的一位長輩，妹妹「順便」

提醒我，我們這一代已經站在「最前線」了，我才醒悟

過來。但醒悟是一回事，如何能不讓自己落入一些不

良傳統的框框裏，才更重要。也是這個理想，讓我更能

感謝神，在創世以先竟然決定要造我，揀選我作祂的兒

女，並為我安排了大半的人生。

每年11月是更新傳道會創立週年慶，雖然我們很少
為它鋪張地過生日，但每年倒都可藉此機會自我反省一

番。個性糊塗的我，直到最近，暮然回首，才發現今年

的11月不但更新傳道會成立了47年，連我們這份不起眼
的〈更新月刊〉竟也發行了40年之久！

做事一向缺乏恆心的我，能坐鎮〈更新月刊〉編輯

達40年，的確有點不可思議，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不
是蓋的，四十多年服事的考驗，讓我發現許多事情都是

神早有安排的。一時衝動而大發熱心服事主很容易，但

等到體力、興趣都消耗得差不多，要再持續走下去就比

較困難了。

按我自己和家人的看法，我是絕對不可能從事文字

事工的，更不要說長期了。從小我就不愛讀書，此外，

最痛恨的就是中學的作文課，一則是不愛寫文章，二則

是因為所有的文章都得用毛筆謄寫。

當年在台灣的作文課都是兩節連在一起，而且每

週都有！我讀的是管理嚴厲的女子中學，大部分的學生

都是乖乖牌，所以每次老師出完作文題，就可以回休息

室去。第一節課，同學總是很安靜的寫草稿，第二堂則

把草稿用毛筆謄出來。當大家都在構思揮筆之際，我多

半在偷看各類不該看的書，等到第二堂上課的鐘聲響起

後，我才開始想該寫些什麼官樣文章，好快快交卷。

但不好好讀書是有後遺症的，我成了全班出名的

白字大王，估不論是否自認為文章寫得落地有聲，多半

時間還是吃大餅，因為錯字特別多，而老師每次發回作

文，總是對我斜眼相看。

我雖不愛讀書，倒是對學新東西很有興趣。有一

天，我們的國文老師請假，來了一位代課老師。此君雖

然衣冠有點不整，倒是說著一口好聽的京片子，引起我

聽課的興趣。他是個不按理出牌的老師，沒叫我們打開

課本聽他講課，而是別開生面地教我們讀新詩，並唸了

好幾首泰戈爾的詩給我們聽。這令我大開眼界，認為這



種隨興又不必押韻的作品太好了。第二週國文老師回來

了，不知為何網開一面，叫我們自定作文題目。我很高

興，大筆一揮，寫了一首新詩交卷，還洋洋得意地定名

為「月夜」，描寫早年台北昏暗燈光下的街頭。第二週

老師發回作文簿時，我不但沒有大餅可吃，還被他大罵

一頓。總而言之，我不愛老師，老師也不愛我，少有人

能體會我中學畢業離校時的快樂。這樣的我怎能從事神

國的文字工作呢？但那是後話。

自從外子信主後，我們就頗熱心服事學生團契的

學弟妹們，但婚後我最大的期望還是留在家中作家庭

主婦。1972年初外子決定到紐約繼續讀書，那個年代的
我們不像今天的年輕人，凡事都有計劃。身為學生，我

們竟然還糊里糊塗地生了兩個女兒，加上外子沒有獎學

金，經濟非常窘迫，我只好去時報廣場的一家公司打

工，負責管理該公司的售貨部門（但絕對沒想到，那些

貨物進出的管理經驗，日後竟成為更新書房一開始的記

帳及售書記錄方式，當然因為是半桶水的管理，漏洞很

多，所以感謝主，後來終於被有專長的同工取代！）

帶孩子又打工，實在是很辛苦的事，加上當時為寫

論文，經常衣著不整、神情有時落魄的外子，與我每天

需要打交道的那些西裝筆挺的售貨員，帶給我強烈的視

覺對比，這使我更是一心求神讓我能辭職在家當媽媽。

奇怪的是，有一天早上起來靈修時，神竟感動我辭職，

專心做文字工作（那時更新傳道會的前身─中華基督

翻譯中心已經成立了）。我嚇了一跳，覺得是自己太累

在胡思亂想，同時也擔心一旦辭職一家的生活費哪裏

來？但更奇妙的是，我一辭職，外子就拿到美國政府的

獎學金，而且是那種畢業後只要教5年書後就可以免還
的。

神的呼召是一回事，想到自己最痛恨作文，又是

白字大王，豈可作文字工作，再加上翻譯，不是更頭痛

嗎？我開始向神求印證。一天早上，正好讀到出埃及記

33章摩西和神討價還價的故事。心中突發奇想，覺得如
果摩西可以這樣做，我為什麼不可以？所以就用33: 13向
神禱告，奇怪的是神好像用14節回答我，讓我不定的心
安靜了下來。接著我膽子大了起來，繼續用33: 15向神禱
告，神好像就用17節回答我，來增加我的信心。究竟我
不是摩西，所以不敢學他的第三個禱告。事情就這麼定

了，我也開始定心地作起編輯來，天天忙著改稿，書籍

慢慢地從小冊開始出版。

即使出版的是小冊，也要有印刷費呀，學生哪有

餘錢用作印刷費？我們開始學信心的功課，直到如今。

許多年前，有一個月更新快要發薪水了，但銀行存款不

夠，會計同工很煩惱地去找外子，他以為作牧師的一定

有辦法。誰知在外子桌前站了半天，外子只是丟了一句

話：「以前為了印研讀本聖經缺過30萬，欠這3萬塊算

什麼？」會計的煩惱更大了，滿面愁容地走回他的辦公

桌。但神的信實遠超我們所求所想，那個月的薪水不但

照發，更新到目前為止，既沒有欠過錢，也沒有發不出

薪水，或欠什麼印刷費的，我們服事的真是可信靠、值

得讚美的神！

服事神的路上有恩典，但也有必須學的功課。神

有辦法「修理」我不愛寫作的毛病。機構一開始，外子

說我們每個月總得寫個新聞稿，向有負擔的弟兄姊妹報

告我們的事奉。於是我就開始負責每個月寫禱告信。當

時外子認為，我們每年都該用一節聖經訂為該年的座右

銘，自我勉勵一番。現在想想，那些座右銘直到目前，

竟然還能激勵我們也真不易。座右銘的題目都很動人：

諸如「另有一個心志」（民14: 24）；「稍往前行」（太
26: 39）：「不再是我」（加2: 20）等等。這是我正式 
「寫作」訓練的開始。塗滿一頁禱告信是易事，但外子

的中文可能與我半斤八兩，只檢查內容，不太管錯別

字。過了好幾個月，我們收到一位長輩，很客氣地用毛

筆字寫來一封信，說常常半夜起來為我們禱告，但提醒

我的錯字太多，例如「彰顯」不要寫成「張顯」等等。

他就是已逝的章力生教授，後來才知道他學富五車，曾

任北大教授及當年江南大學的校長！感謝神，在我們當

年不起眼的事奉中，也能蒙屬靈大將在旁指引。

1985年，更新開始翻譯英文版《新國際版研讀本
聖經》的註釋，這對我才是更大的考驗。這本註釋聖經

當中，什麼都錯不得，包括標點的統一，排版空間的美

觀，和合本經文重複用時的標點用法等等，這些固然

都要正確，更要命的是我發現神用這本聖經來考驗我的

記憶與耐心！為了要考過神的入學考試，我突然變得非

常「用功」，把當年台灣教育要求死背書的精神拿了出

來。當年更新編輯部的規定可多了：你知道「腳」與 
「脚」的不同嗎？正確用法是前者，因為基督徒有走過

死蔭幽「谷」的經歷，所以該用此「腳」去走。那麼 
「沈」與「沉」呢？簡單！凡出頭的必要「沈淪」，所

以不可用「沉淪」。耶穌是「昇天」還是「升天」呢？

只要想「有一朵雲彩把祂接去，便看不見祂了」這句經

文，你就知道那是很快速的動作，用簡單的「升」字就

可以了。還有你知道「舉」與「擧」、「翻」與「繙」、

「台」與「臺」、「姐」與「姊」、「汚」與「污」這

些字不可混著用嗎？透過背這些更新的校對細節，假以

時日，我也慢慢地脫去了我那白字大王的外套。

背這些單字也有好處。那個年頭，有時背得高興，

也將我這特殊的背書本事，傳遞給當時在神學院為希臘

文和希伯來文弄得屢屢失眠的外子，告訴他背生字的祕

訣：希臘文的「死亡」作形容詞時是neckrose（他摔斷
脖子，我們去墓上放朵玫瑰！）；「起來」作動詞時 
是eggrol l（早上起來要吃蛋和小圓麵包，或就吃春捲 



吧！）；希伯來文的水果叫Par i（讓我們去巴黎吃水
果）等等。如今回想起來，這段在神國作編輯實習生

（intern）的時間，雖然有點無可奈何，但也非常有趣。
40年的時間一晃而過，我越發感謝保羅的教導：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

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神卻揀選了世上

愚拙的⋯⋯」（林前1: 26-27）今天華人基督教圈中極
缺乏好的編輯人才，科技的進步不但讓人對看書失去興

趣，也可能讓有編輯恩賜的信徒，失去坐在桌後搖筆桿

的耐心。但文字影響力之深遠，叫人難以置信，而神就

是第一個文字工作者，不信你去看出埃及記31: 18說：
「耶和華⋯⋯把兩塊法版交給他（摩西），是神用指頭

寫的石版。」文字對神是重要的，也是祂發明把祂心意

傳遞給祂兒女的媒介。如果神能用我，我相信會有更多

的人能被祂用來從事文字工作。神不怕人沒有恩賜，因

為祂能賜人恩賜，但祂不能用無心人，就像我們開不動

一個上了手煞車的汽車一樣。神也不怕沒有學識或身體

有殘障的人，因為祂能賜人智慧與恩典，但祂不能用一

個常常為自己找藉口不服事的人，因為那與神的個性不

合。願神繼續在神國中尋找文字工作者，也願有更多的

信徒起來響應神的呼召。

結語的廣告：您曾向親友推介過〈更新月刊〉嗎？

從來沒有？那就從2019年開始吧！您寄來3個新名單，我
們就有小獎品送您哦！ 

購買方式：www.crmnj.org/store_us或 info@crm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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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底，更新開始製作電子書以來，目前已完成了26本，而經由更

新網站上蘋果網站購買的讀者群，人數亦日見增多，除美國本土外，也包括

日本、澳洲、紐西蘭、西歐和加拿大等地。感謝主，願更新書籍能夠越發廣

傳。您若從來沒有用手機或 iPad讀過電子書，歡迎嘗試。

為了不讓蘋果「獨美」，更新電腦部同工目前已設計成功，

將更新書籍以 P D F的方式，用原書的 f o r m a t推出一個微軟

Windows PDF Reader系列，您可以直接上更新網站的書房購買。

但購買此PDF系列者，需要先下載 Javelin Reader閱讀器，因

只限用於一個設備，請下載至微軟Microsoft Windows

的「桌上型電腦」或「筆記本電腦」。當您完成購

買，更新書房會將密碼 email給您，即可開始閱讀。

這是為不用蘋果手機的讀者預備的，也歡迎大家 

嘗試。

訂購方式：www.crmnj.org/store_ebook.html或 info@crmnj.org

若購買紙版書籍，請洽

更新：www.crmnj.org/store_us 或info@crmnj.org

您習慣上Amazon.com購物嗎？
透過更新讀者的建議，我們在網上註冊為Amazon.com公司所支持的

慈善機構，您只要透過 smile.amazon.com購物，並指定要支持Christian 

Renewal Ministries, Inc.，更新就會收到Amazon公司根據您的購物收據，將

其中0.5%奉獻給更新。希望透過所得的這些經費，我們可以推廣更多的宣教

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