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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生命乃是一項持久的操

練。操練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在我們人生

某個階段中有甚麼特殊生命的進深，或

事奉上的成就，而是為了讓自己能忠

心、持久的走完人生路程；且愈走愈有

力，愈討神的喜悅，愈像主耶穌基督！

當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準備進迦南

時，神叫祂僕人摩西教導祂子民要如何

面對挑戰、作持久的操練，好擁有屬靈

的持久力。聖經記載摩西如此勸勉他所

帶領的百姓說：「以色列啊，你當聽。

你今日要過約但河，進去趕出比你強大

的國民……那民是亞衲族的人，又大又

高，是你所知道的……你今日當知道，

李定武  著

以色列啊，你當聽。你今日要過約但河，進去趕出比你強大的國民，得著廣大

堅固、高得頂天的城邑。那民是亞衲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聽見

有人指著他們說︰『誰能在亞衲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當知道，耶和華你

的　神在你前面過去，如同烈火，要滅絕他們，將他們制伏在你面前。這樣，你就

要照耶和華所說的趕出他們，使他們速速滅亡。 ─申命記9章1-3節

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　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　

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遵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

吩咐你的，為要叫你得福。 ─申命記10章12-13節

耶和華你的神在你前面過去，如同烈火，

要滅絕他們，將他們制伏在你面前。」

（申9: 1-3）。摩西又說：「以色列啊，現
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華……遵行他的道，

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遵守他的誡

命……為要叫你得福。」（申10: 12-13）
在這幾節經文中，我們看到身為一

名基督徒需要經歷持久的操練。你我當

在生活上操練三方面的功課：第一、克

服屬靈的消沉（面對「亞衲族的人」）；

第二、尋求屬靈的幫助（「耶和華你

的神在你前面過去」）與第三、充實

屬靈的實質（「愛他，盡心、盡性事奉

他」）。

換句話說，神所期望我們的是當靠

神操練屬靈的持久力，享受神所賜豐盛

的生命。首先，我們該如何操練來克服

屬靈的消沉呢？

壹、 克服屬靈的消沉
─操練如何得能力（註1）

當以色列人暫停在應許之地的邊緣

時，摩西告訴他們，若想渡過約但河去

佔領應許之地，在那裏享受與主同在的

「安息」，神對他們有一個要求—就

是要他們不斷重複聆聽神的話。

同樣地，今天我們跟隨主的人亦如



我要愛自己的敵人，為日本守衛們禱

告。」

因著信，梅卡夫克服了那難以超越

的攔阻。戰爭結朿後，他並沒有回國，

卻去了日本，在那裏宣教40年。這就是
以生命影響生命，持久的操練所能帶出

的影響力。

二、因信克服那難以逃避的爭戰

申命記9章2節：「那民是亞衲族的
人，又大又高……『誰能在亞衲族人面

前站立得住呢？』……」「亞衲族的

人」屬迦南地早期居民，多被形容為巨

人。神既然將迦南美地應許給以色列

人，應許之地竟有必須面對的敵人？但

神卻應許祂必賜他們能力將這些原住民

趕出去。這是一場難以逃避的爭戰，神

要求祂的選民依靠單純的信心去打勝

仗。人生亦然，總有難以逃避的爭戰需

要面對，我們也當靠信心去打仗。

神對服事祂的僕人們，更是如此要

求：要能因信克服那難以逃避的爭戰。

神所重用的傳道人，司布真就是一個例

子。他患嚴重的內風濕，經常身體疼痛

及精神消沉。加上司布真，常受到許多

傳道人的攻擊，往往主日早晨講的道，

下午就有人貼單張在他教會的大門上，

寫上批評、毀謗、和攻擊的文字。有一

次他發病，疼痛地病臥在床數週。神藉

著司布真師母給他鼓勵。她將馬太福音5
章10-12節寫成大字貼在他床上的天花板
上，「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

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

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

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

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神的話成為司

布真克服屬靈沮喪的能力。

神的話不但賜我們能力參與屬靈的

爭戰，它也永遠是我們的安慰與鼓勵。

其次，我們要願意領受應許，操練善用

屬靈的鼓勵。

貳、 操練善用屬靈的鼓勵 
─領受應許

申命記9章3節：「你今日當知道，耶
和華你的神在你前面過去，如同烈火要

減絕他們，將他們制伏在你面前……」

雖然基督徒的道路是一條天路歷程，有

困難、危險、爭戰，但神是烈火，可燒

去任何的阻擋；祂應許的鼓勵包括兩方

面：

一、善用神持續的同在

申命記9章3節：「當知道，耶和華
你的神在你前面過去……」。這句話，

「在你前面過去」，一方面表示神的應

許：「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你當剛強壯膽」（書1: 5-6）；另一方
面表示「神如同烈火」，可燒去任何的

阻擋，神要我們看見勝利的道路在前。

神曾藉神蹟向以色列人顯示祂的同

在和能力（這同在是藉聖經歷史中神超

然的作為表明出來的），譬如，雲柱、

火柱，「日間，耶和華在雲柱中領他們

的路；夜間，在火柱中光照他們，使他

們日夜都可以行走」（出13: 21）。
另外，神也曾藉著與約瑟同在，使

這位淪落在異族為奴的以色列先祖能在

埃及人中高升（「因為耶和華與約瑟同

在」，創39: 2, 3, 21, 23）。約瑟在埃及時
每次都依靠神的賜福和安排，處處表現

出他是一個真能代表以色列的人，不像

他父親雅各凡事依靠自己的聰明。神賜

約瑟講解兩個夢的機會，為他日後被神

用去解法老的兩個夢鋪路，也最終導使

他自己的兩個夢得以應驗。（註2）

二、善用神持續的保護 

申命記9章3節：「神……如同烈
火，要滅絕他們，將他們制伏在你面

前……」；出埃及記14章14節：「耶和
華必為你們爭戰……」。

以色列人得以出埃及，是因神持續

的保護：神興起十災使祂的子民得以過

紅海，他們也經歷到在紅海中神的作

為：「那些跟著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

軍，連一個也沒有剩下。」（出14: 28）
這些都是神對祂子民以賜能力與勇

氣，持續保護他們的實例。這正如聖經

的應許：「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

必如何」；「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

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前面攆出

仇敵」（申33: 25, 27）。基督徒當認領這
些應許作為行走天路歷程的鼓勵。

三、善用神持續的供應

申命記8章7-9節：「因為耶和華你
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

源……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

當年的以色列人一樣，站在應許之地及

它所代表之「安息」的入口，問自己：

這麼多年信主的經歷已裝備我繼續地有

持久力嗎？我如何克服屬靈的消沉呢？ 
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一條天路歷程，

我們行在當中不乏各樣的困難，而申命

記這段經文正開啟了朝聖者旅程中得勝

的秘訣：得勝全在於如何能持續地得到

屬靈的能力。針對屬靈持久力，聖經提

醒我們要面對三方面的操練：要能克服

屬靈的失望，願接受神的鼓勵與要肯身

體力行地朝神的要求努力，來充實自己

屬靈的實質。

行走天路歷程時不可能不遇見失

望，當以色列快進迦南時，摩西就預先

告訴以色列人，他們所將遇見的敵人極

其強大：亞衲族人，「誰能……站立得

住呢？」（申9: 2下）；但聖經也指出信
心的重要，十二位探子中除二位有勇氣

外，其餘十個探子的反應使百姓的「心

消化」（申1: 28）；惟迦勒靠神得力，
勇敢地說：「我們立刻上去得那地吧！

我們足能得勝。」（民13: 30）是的，
神要我們學迦勒，能憑信心依靠的能

力—信心乃是人心中的眼鏡，能使我

們越過許多的困難：

一、因信克服那難以超越的攔阻

申命記9章1節：「以色列啊，你當
聽。你今日要過約但河，進去趕出比你

強大的國民，得著廣大堅固、高得頂天

的城邑。」

這裏所說的—「強大的國民」，

「廣大堅固、高得頂天的城邑」—正

是每位跟隨神之人生活中所遇的攔阻。

然而，神的命令卻是「進去趕出」！祂

不要我們退卻及妥協，而是要求屬祂的

人持守基督的原則。

李愛銳（Eric Liddell）是一位蘇格蘭 
運動員，也是一位持守基督徒原則的

人。他在1924年參加巴黎奧運會因拒絕
在主日參賽，而放棄他最有把握的一百

米競賽，卻在四百米獲得金牌。這位對

信仰絕不妥協的基督徒生在中國天津，

父母是宣教士，奧會後兩年他回到中

國，卻在1945年2月21日死於山東濰縣
的日本集中營。同營的另一囚犯，梅卡

夫（Stephen Metcalf）這樣回憶說：「李 
愛銳留給我二樣東西：一雙他穿破的 
跑鞋；另一樣是『饒恕』的美德，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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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和蜜……那地

石頭是鐵，山內可以挖銅。」

在這裏有六種農產物：小麥、大

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

樹，加上蜜，及兩種礦產：鐵與銅。這

些都代表神持續供應祂子民豐盛的恩

典！這也應證使徒保羅的話：「因為神本

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

督裏面；你們在他裏面也得了豐盛。」

（西2: 9-10）我們的神是持續供應的神！
最後，我們若能滿足神對我們的要

求，就必能操練充實屬靈的實質。

參、 操練充實屬靈的實質
─滿足神的要求

申命記9章3節：「你今日當知道，
耶和華你的神在你前面過去……」；申

命記10章12-13節：「現在耶和華你神向
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敬畏耶和華

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

性事奉他，遵守……為要叫你得褔。」

神為甚麼要我們靠神盡上人的責任，才

能滿足屬靈的要求呢？因為神的目的是

要我們享福。

1. 充實順服的信心

摩西的勸勉強調三個動詞：「敬

畏……遵行……遵守」（申10: 12-13），這
舊約的詞句等於新約的「信而順服」。

保羅說：「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

穌，就當遵他而行」（西2: 6）。英文新
國際版經文將「當遵他而行」譯作「不

斷住在祂裏面」。對保羅來說，接受

基督為主的人，就應當在主裏「行」或

「住」。

你我開始走天路歷程時，就當學習

信而順服的功課，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

裝（弗6: 11），一步步，一天天，走到
路程的結束。

2. 充實專一的愛心 

申命記10章12節：「現在耶和華你
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愛他，

盡心、盡性事奉他。」（申10: 12）10章
20節：「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事奉
他，專靠他……」

神對人的要求就是對祂有一顆「專

一的愛心」。這包括以下幾個層面：第

一，「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第

二，「專靠他」。「專靠」（dabaq）這
個希伯來字又可用三種不同的譯法來表

示：首先，如創世記2章24節中的「連
合」；其次，路得記1章14節的「捨不
得」；以及約伯記19章20節的「皮肉緊
貼骨頭」。

加爾文的話可作為神這個要求的總

結：「『專靠』就是緊貼，此譯法帶出

一項真理：只要人與神有最微小程度的

偏離，他對神的敬拜就會腐敗。這也

就是為甚麼神要求敬拜祂的人要與祂相

交。敬拜神的人與主應當連合到好像與

祂黏起來一樣，不再向別處觀望了。」

這就是基督徒所走的天路歷程。屬

靈的持久力涉及三個因素：第一，我們

需要操練克服屬靈的失望，願意面對作

門徒的代價；第二，需要善用屬靈的鼓

勵，能看到勝利在望的道路，並持續地

走在正路上；第三，充實屬靈的實質，

考驗自己有否盡上人的責任，對神有無

持續的信心與愛心。

讓我們在生活上盡上人的責任：操

練克服屬靈的消沉，操練善用屬靈的鼓

勵，以及操練充實屬靈的實質。我們如

果能掌握住這三項秘訣走上正路的話，

肯定會進入一個喜樂、蒙福的天路歷

程。

當倚靠神持久行天路，進入神所應

許豐盛的生命。何不從今日就開始這條

天路歷程的操練呢？讓我們一同來操練

屬靈的持久力，善用今生、默想來世。

（武） 

（本文收於〈更新講台〉錄音C116，生

命的操練─在上帝榮耀之下的生活，

第3卷，歡迎選購收聽，www.crmnj.org，
美國新澤西州：更新傳道會）

註1：筆者感謝當年他在紐約的恩師，紐

約加略山浸信會主任牧師，己故的

歐福博士(Dr. Stephen Olford )的幫

助，本文是參考他過去的一篇講章

「天路歷程」改寫而成。

註2：〈更新版研讀本聖經〉創40: 1-41: 
57註釋（美國，新澤西州：更新傳

道會，2008年）



一、宣教的起點

耶穌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男人的故事在四本福音書中都有

記載，可見使徒們何等看重這事件的信息—「你們給他們吃

吧」！然而一開始時並不是這樣的，起初當門徒遇見有這麼龐

大的聽眾等著吃時，他們很自然想到的解決方法就是「叫眾人

散開……自己買甚麼吃。」（可6: 36-37），而耶穌的答案卻是
「你們給他們吃吧！」。為何耶穌與祂的門徒對眾人之需要的

看法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關鍵就在於是否有一顆「憐憫人的

心」（可6: 34）。耶穌要藉著這個故事讓門徒了解祂的心，並
且也要後來跟隨祂的人能持同樣的心態來對待世人的苦境。每

個世代的基督

徒都會面對自

己社會中龐大

的需要，耶穌

不要我們給的

答案是「對不

起，愛莫能

助！」祂的心意是「你們給他們吃吧！」耶穌這顆憐憫的心也

就是信徒從事宣教的起點。宣教乃是起於主耶穌憐憫的心，再

透過門徒憐憫的心而採取的福音行動。

二、正視需要

雖然世界的人口不斷的在增長中，2011年10月時已經超越
70億的大關。但是，從宣教的角度來看，維持了二十年的人口
信仰比例並沒有改變，既是：大約世界人口的1/10是重生得救
的基督徒；2/10是掛名的基督教徒；3/10福音未及之民；4/10其
他的未信者。

當我們談到宣教時，往往是針對那3/10的福音未及
之民，至於那4/10的其他未信者則被考慮為本地佈道事
工的對象。前者，需要信徒成為宣教士，後者，需要信

徒成為佈道者。兩者都需要有憐憫的心及愛心的付出，

尤其是前者，因為福音未及之地往往也是較為貧窮及落

後的地方，宣教士必須面對的不但是人屬靈上的需要，

也必須面對這些人民貧窮與落後的困境。這就像耶穌當

年面對眾人的情景時就憐憫他們，因為看見他們「困苦

流離」（太9: 36; 14: 14）。因有憐憫之心，我們才能從
別人的需要中看見自己的責任！這正是主耶穌要我們看

見的。

三、扶貧並非社會福音

伴隨著貧困與落後同行的是物資的

缺乏，疾病，文盲，就業難，被忽略，

易被人剝削等，當然這些問題都與社會

的大環境有關。

社會福音的焦點在於改善社會的人

文環境，以致有可能陷於社會階級的矛

盾中，而往往會不自覺地捲入與不義政

權的抗爭中。扶貧乃是改善個人身心靈

方面之需要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焦

點放在生命的更新，生活的重建。正如

主耶穌在世時並沒有嘗試去改變當時卑劣的政治與社會環境，

而是藉著宣教與扶貧來擴張彌賽亞的國度。耶穌的宣教：宣講

天國的福音；耶穌的扶貧：醫治各樣的病症，叫被擄的得釋

放，受壓制的得自由。（太9: 35；路4: 18）

四、我們的回應

1.宣教事工：開荒佈道，領人歸主，建立教會。目前更新
傳道會在緬甸已經建立了24間教會及1所苗族傳道人訓練中心。

2.扶貧事工：到目前為止共建立了6所學校，9個學生中
心，一所孤兒院，一個橡膠園，一個茶園，一個養雞場，以及

已經由苗族信徒家庭開始嘗試的信徒養豬計劃等。

五、進一步的扶貧事工

1. 更新美髮美容學院

2011年一位剛結束在新加坡的美髮美容事業的中年姊妹，
參加了我們的緬北短宣，從短宣所見所聞中被神感動，想為我

們學生中心的女孩子的將來開闢出路。因此決定在今年底的緬

北短宣後，留在當地一個月來辦理設立「更新美髮與美容學

院」事宜，希望能訓練完成中學教育的女生可有一技之長，將

來的生計就不愁了。這事業也可成為在緬甸各地宣教的工作

平台。

2. 開闢新的更新農場

我們目前的養雞場（蛋雞）之所在地是租用來的，使用期

並無保障，也局限了發展，因此面臨到高成本，低利潤的局

面，每逢雞蛋的價格調低，我們就蒙受許多虧損。去年一整

年，因蛋價低的緣故，幾乎等於是白忙了一場。

但感謝主，今有在養雞場比鄰一塊八英畝的農地願意出售

你們給他們吃吧！
                                        余達富牧師（新加坡更新傳道會總幹事）

缺乏，疾病，文盲，就業難，被忽略，

易被人剝削等，當然這些問題都與社會

的大環境有關。

文環境，以致有可能陷於社會階級的矛

盾中，而往往會不自覺地捲入與不義政

權的抗爭中。扶貧乃是改善個人身心靈

方面之需要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焦

點放在生命的更新，生活的重建。正如

主耶穌在世時並沒有嘗試去改變當時卑劣的政治與社會環境，

給他們吃吧！
                                        余達富牧師（新加坡更新傳道會總幹事）

天已經晚了，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天已經晚了，

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四面鄉村裏去，自己買甚麼吃。」

耶穌回答說︰「你們給他們吃吧！」 —馬可福音6章35-37節

（另參太14: 15-21；路9: 12-17；約6: 5-14）

緬北山區的少數民族

簡陋的聚會點及苗族工人訓練中心

右前方第一排右第3人為更新緬北工場
主任,央正義牧師



1988年方十八歲的我，背著一袋一箱的行囊，跟隨一位從
緬北邊疆地區來的傳道人，一面在中文小學教書，一面帶職傳

道。直到1993年蒙神恩召，進入泰北的迴海神學院接受裝備，
這時才發現我的確欠中緬邊疆地區人民福音的債，就這樣踏上

了一條宣教的不歸路。

在神學院接受裝備的三年期間，每逢假期都會申請回到中

緬山區的常青山，探訪當地信徒，培靈佈道、領人歸主，心中

充滿了感恩、喜樂與興奮，神也越發在我心裏建立起深切的使

命感。我深知邊疆地區地處偏遠，資源短缺，若要回應神的呼

召，前往邊陲地區植堂會、訓練工人、牧養群羊、需要有更多

教會牧長及弟兄姐妹的代禱與在經濟上的支援，因此想出一個

宣教策略，就是自己先投身牧養城市教會，與此同時則設法推

動城市教會起來支持山區的福音事工。

三年的神學裝備轉眼過去，畢業後我到緬甸第二大城的華

人浸信會牧會，當時實在很享受牧養主的群羊，與同工及弟兄

姐妹們的團契。我也不斷地傳遞負擔，和不時帶領會友前往山

區短宣，經過四年耕耘，邊疆信主人數日漸增多，每次看到山

區羊群無牧人的光景，就感心痛，這種迫切之情令我們夫妻更

願意全身投入邊疆宣教事工。

1997年當我們正在安排進入中緬邊界，計劃要在那裏建立
宣教中心及植堂牧養之際，新加坡更新傳道會的總幹事余達富

牧師致電，向我們分享更新對緬北邊境的負擔。我們深信這是

神的安排，就應余牧師的邀請，成為更新傳道會緬甸宣教事工

主任。當時我們共有五位同工加入新加坡更新傳道會，在差會

的支持下開始了常青山、甘蒙山、南莊山、果敢等地區中緬邊

境的福音事工。

感謝神這15年來因著新加坡更新傳道會的全力支持，加上
海外眾弟兄姐妹的代禱扶持，使我們可以回應從神而來的呼

召，專心在緬北從事宣教事工，心志從未動搖。

傳福音領人歸主是一個非常

令人興奮的事，但建造教會卻是

一個漫長持久的堅守，我們努力

藉著在神話語上建造教會，希望

信徒向下扎根、向上結果，神也

不斷讓我們的事工得以開展。但

緬北有它先天不足的地方──窮！有一次，我們的同工開始主

日崇拜時，望著台下稀稀疏疏的姊妹與孩子，發現有些婦女在

哭，她問她們為什麼哭？她們回答說：「我們肚子餓！」結果

我們的姊妹道也講不下去，走下台與大家一起哭。這種困境大

概是海外其他地方都看不見的。

目前事工（另參本期余達富牧師文）

十五年來，我們靠著神的恩典推動了不少事工：

I. 在福音事工與教育方面

1. 發展了9個學生中心（孤兒及貧困兒童收容中心），共收
容約200個孩子

2. 建立了6所華文小學（約有1000多位孩子就讀）
3. 成立了24個聚會點（華人、客欽族、苗族）
4. 一間苗族培訓中心
5. 全職教牧同工及小學教師共52位
面對這些事工，我們每個月需要由新加坡更新傳道會提供

約3萬美金的支助，更新傳道會本身經費有限，而我們緬北所
服事的群體也沒有自立與奉獻的能力，我們幾乎每天都要仰望

神的供應，也希望大家為我們禱告。

也是因為面對著貧苦的大眾，又經歷到2007年時緬甸風災
所帶來的苦難，我們

開始構想如何讓我們

所服事的族群能自養

自足。神也逐步為我

們開路，讓我們開始

了另一類的事工：

II. 作主管家養殖場 
在臘戍郊區我們

於2010年初開始進行

給我們，售價經討價還價後敲定為緬幣六千一百萬元（約美金

八萬元）。農地有三所建築物可就地使用。我們計劃將養雞場

遷過來，並開闢養豬場及種植蔬菜，三種用途的農場，這樣也

可避免開闢單一農場的危險。

六、迫切的需要

更新傳道會開始扶貧事工的

主要心願是，要看到緬甸的宣教

事工能在未來十年內在經費上走

向自立，並且幫助我們所牧養的

群體能早日脫離貧困的生活。因

此，我們憑信心要買下這8英畝

山區簡陋的校舍

進行中的養豬計劃

地作為更新農場，但必

須在今年十二月付清購

地的費用（約美金八萬

元）。經過去兩個月（八

月及九月）的籌募，我

們只籌得三分之一的認

獻。

我們懇請有能力的

主內肢體協助我們一同

完成「你們給他們吃

吧！」這個心願。請在

禱告中記念我們，惟願神的心意成全。 

台灣農業使命團以短宣方式成為我們的顧問

回顧神恩
                                       央正義牧師（更新緬北宣教事工主任）

1988年方十八歲的我，背著一袋一箱的行囊，跟隨一位從
緬北邊疆地區來的傳道人，一面在中文小學教書，一面帶職傳

道。直到1993年蒙神恩召，進入泰北的迴海神學院接受裝備，
這時才發現我的確欠中緬邊疆地區人民福音的債，就這樣踏上

令人興奮的事，但建造教會卻是

一個漫長持久的堅守，我們努力

藉著在神話語上建造教會，希望

信徒向下扎根、向上結果，神也

不斷讓我們的事工得以開展。但

緬北有它先天不足的地方──窮！有一次，我們的同工開始主

日崇拜時，望著台下稀稀疏疏的姊妹與孩子，發現有些婦女在

哭，她問她們為什麼哭？她們回答說：「我們肚子餓！」結果

我們的姊妹道也講不下去，走下台與大家一起哭。這種困境大

群體能早日脫離貧困的生活。因

此，我們憑信心要買下這8英畝
吧！」這個心願。請在

禱告中記念我們，惟願神的心意成全。 

台灣農業使命團以短宣方式成為我們的顧問

                                       央正義牧師（更新緬北宣教事工主任）



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林後9: 7）

姓名Name（中文）                                                                                （英文）                                                                                     

住址 Address                                                                                                                  市                                    州                              

郵遞區號zip                            電話Tel                                             電郵E-mail                                                                               

□ 我願憑信心一次認捐                                                     元。

□  我願成為「三百團契」的一員，每月奉獻建議至少美金125元，或每年1,500美元，自2012年開始支援更新傳道會的事工

（請自選一項或多項）：

□ 北美總會：文字，門訓，更新學院，讀經營，領袖訓練等事工

□ 新加坡分會：緬北，外蒙古，中國，阿曼，阿富汗及東藏等地宣教事工

□ 台灣分會：屬靈書籍出版，研經及讀經營等事工

□ 我願不定期支援以上各地事工（請在支票上註明）                         元。

□ 請寄或電傳更新月刊給我的朋友（姓名地址請另列）

□ 願收到更新每月禱告信（ □ 電傳 或  □ 郵寄 ） m三百團契契友將不定期獲贈更新每次出版的新書

徵求「三百團契」奉獻支持者
更新傳道會自 1971 年成立以來，一直本著「教會更新、牧者更新、信徒更新」的使命，藉文字、傳道、訓練與宣教四方面，來服事海內外眾華

人教會。藉著神的恩典和許多教會與神兒女忠心的奉獻，供應我們各方面的需要。

在此歲首年終之時，面對新的一年事奉的挑戰，人力與經濟上的需要，我們向神求祂感動更多的支持者，願意加入「三百團契」，承諾為我們禱告，

也固定奉獻（建議至少每月美金 125 元，或每年美金 1,500 元）支持更新傳道會各方面的事工。

我們也會寄贈給您更新傳道會的新出版品，作為感謝與紀念，鼓勵您繼續代禱與奉獻，並向各地華人教會推廣更新的事工及出版品。

養殖場 (目
前飼養蛋雞 
2500隻)， 
到2011年3
月每天已可 
生產1700 -
1 8 0 0粒雞

蛋，供應貴概學生中心的師生去銷售，這項事工帶來三方面的

果效︰

1. 使我們有機會培養過去14年來所教育的部分孩子，成為
一個學習創業，銷售及開發市場的基督徒商人。

2. 在一面學習養雞，一面在牧者們神話語的細心牧養下，
孩子們將來在教會和社會中有美好靈命且忠心的好管家，懂得

熱心在金錢上奉獻，支持神國的福音事工。

3. 預計2015年開始，這項目可以供應緬北事工三分之一的
經費需要。

III. 慈善扶貧事工

自2009年我們開始了山區的慈善扶貧事工，除了幫助緬甸
風災的救助重建，扶貧事工主要由台灣的農業使命團負責前來

指導，目前我們在山區推動三項事工：

1. 借牛還牛
2. 借種還種
3. 借錢買地再還錢 
這三項事工，藉無息貸款的相等待遇來改善當地人民的生

活，以培養他們負責任的習慣。

請為這些事工代禱，求神藉之成為緬甸山區農民的祝福，

使貧窮者因此可以在經濟上早日自足。我們也盼望在短期內可

以建構出一個忠心有見識的管理制度，成為有異象及遠見及有

效率的管家團隊。

目前的急需：

I. 購地的需要

以上所報告的養殖場地是免費租借主內愛主者的空地使

用，近兩年來同工們的營運有很好的成績，蒙神賜恩營業額得

以穩步發展，我們也期望擴展及進行長期養殖（如養雞、養豬

等）及種植（如種橡膠，茶樹等）投資，因此我們非常需要有

一片屬於更新團隊的長期用地。現在租用之地的隔壁有一塊8
英畝的農場，正要出售，我們非常期望能買下來，好進行更長

遠有效的投資，也可將我們這兩年來所投資在租用地上的設施

挪過去使用，不必浪費資本，若主許可我們購買到這塊地皮，

我們就可以有長遠的投資規劃，敬請為我們禱告。

II. 農地的經營規劃

1. 養殖方面：增資養6000只蛋雞及300頭母豬，以扶貧為目
的借給農村信徒飼養。

2. 種植方面：
1).  整理現有近50株荔枝樹，使至收成營利。
2).  開發四英畝稻田，可以成為營利或供學生中心之米糧。
3). 建造一個可供應緬北地區所需要的苗圃或種子改良 

中心。

3. 提供教會和福音機構退修營地：隨著都市的趨勢，此農
場也可以為緬北眾教

會或眾機構提供一

個安靜方便的退修營

地。

請大家告訴大家！

目前我們急需美

金六萬元的購地基

金，你若對更新緬北

的事工有負擔，希望您在禱告上記念我們，您若願在金錢上奉

獻，請特別註明是為“更新緬北宣教事工”，願神賜服您，也

歡迎您隨時與我們聯絡www.crmnj.org或致信info@crmnj.org。 

種茶與曬茶

預定購地



更新總部座落在美國東部的新澤西

州，人口擁擠，空氣汙染，但它最大的

好處就是四季分明，尤其春秋兩季，季

節固然不長，景色倒是十分耀眼迷人。

每年四季的輪迴有序，總令我們不忘讚

嘆神的信實何其廣大，但願更新傳道會

的服事也能具有神屬性的特色—忠於

所託，一路到底！

目前在2012年尚未結束前，也正是
我們可以回顧這一年的事工和策劃2013
年事工的好時機，希望您繼續以禱告和

金錢奉獻支持我們。

[訓練事工]

◆藉著更新所舉辦的營會來訓練各地華

人教會領袖一向是我們的負擔。舉辦讀

經營就是一例，這不但是一項為各地教

會訓練查經小組長的事奉，也是藉此訓

練裝備一般信徒打好查考聖經的基本工

夫，日後能更多被神用在自己教會及各

地的宣教工場上。感謝神的恩典也不斷

給我們舉辦這類訓練營會的機會。

〈更新姊妹讀經營〉在美東已有近

十年的歷史，如今，同樣模式的營會也

相繼在荷蘭和美國密西根推出，各地都

有很好的果效。目前在更新總部周圍透

過這類訓練而能獨當一面的姊妹小組長

已有近十位，她們不但在自己教會擔起

更多帶查經和教導成人主日學的服事，

有時也隨自己教會或更新同工一同前往

宣教工場，這一切都是神的作為，與她

們願意學習，願意服事的心態。今年

11月16-18日我們將在台中舉辦第一屆 
〈台灣更新姊妹讀經營〉，這是我們第

一次在台灣嘗試，北美也有5、6位姊妹
將以短宣方式支援，這是目前各地較少

有的跨教會事工，請代禱。

除〈姊妹讀經營〉外，我們也由去

年三月開始推出〈弟兄讀經營〉，今年

11月2-4日又將在美東南部的亞特蘭大
與亞特蘭大西北堂合作協辦美東第二屆

〈更新弟兄讀經營〉。主若許可，我們

可能會在明年二月在荷蘭舉辦當地第三

屆〈荷蘭家庭讀經營〉，求神使用更新

同工的經驗，藉著這些讀經營的訓練為

各地教會儲備神國人才。

◆門徒訓練同工周德威傳道替換髖骨的

手術已順利完成，目前康復得很好，最

近他與師母也由美國北卡州搬到華府

地區居住。主若賜健康身體，求神也

在大華府地區有機會推動門訓事工，

對此項事工有負擔的教會歡迎與更新

總部聯絡。www.crmnj.org或致電732-
828-4545。

[文字事工]

◆在年底前更新將有幾本好書付印：

第一本是以簡體發行的〈為何是祂〉

(The Reason for God)，這是繼更新去年
年底出版的另二本名著〈一擲千金的

上帝〉（The Prodigal God）和〈諸神
的面具〉（The Counterfeit gods）之後
的另一本護教學佳作。原書在2008年
一出版就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

行版。作者提姆•凱樂（Tim Keller）
是紐約救主長老教會的主任牧師，以

擅於向都市專業青年傳福音聞名。此

書最適於用在教會成人主日學的福音

班，作者信仰嚴謹，神學觀念偏改革

宗，思路開放，對無神論者、不可知

論者的接受基督教的難度，甚為了解

與同情，然而又能提出他們能接受的

邏輯思考結論 ,，華文譯法優美、流
暢。歡迎大家預購作為聖誕禮物。

第二本要出版的簡體書是〈以基

督為中心的敬拜〉（Chr i s t -Cen t e red 
Wo r s h i p），這是繼更新所出版的另
一本柴培爾博士的佳作〈以基督為中

心的講道〉之姊妹作！此書最可貴的

地方就是由教會歷史的角度來理解基

督教的敬拜，尤其對講台上的每一項

服事都有清楚的分析，是負責講台服

事，如領會，詩班指揮及班員，與在

崇拜部服事同工及牧者不可不讀的一

本書。此書更新編輯部及排版組花了

許多工夫設計內文版面，希望大家拭

目以待！

第三本出版的是繁體書，與婚姻

有關，“Each for the Other”一書是
由柴培爾博士夫婦（Bryan and Kathy 
Chapel l）合寫而成。此書與〈為何是
祂〉都是更新編輯龐慧修負責修改，

準確性及文筆的流暢可圈可點。面對

世人對神設立婚姻的誤解，不但單身

者就是老夫老妻也需讀此書，相信能

對您的婚姻帶來非凡的意義，也歡迎

大家當作聖誕禮物送親人。

◆更新過去半年多來，花了許多時間

重新設計一部分漁夫查經系列的封面，

這是一個大工程，一部分已經重印發

行，感謝主。這套查經系列已經發行多

年，如今配上新面目，希望更具吸引

力，且能給更多教會小組或校園查經班

帶來幫助。更新書籍一向有「內在美」， 
如今再加上「外在美」，歡迎讀者購

買。每購5本還有八折優待喔！

[同工腳蹤]

北美地區

◇李定武牧師 

十月

 7日 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宣道會
  主日學
 12-14日 堪薩斯州大堪薩斯城
  華人基督教會
  （詩篇選讀；培靈會）
 19-21日 馬利蘭州巴城中華基督教會
  （宣道年會）
十一月

 2-4日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
  西北堂主持 
  （更新弟兄讀經營 
  ─大衛：君王，罪人，

  男人，神人）
  （領會者：蘇桂村，呂允智， 
  王琨，李定武等）
 16-18日 新澤西州更新學院課程：
  《講道學》
 25日 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宣道會
  主日學
◇周德威傳道

  十月手術復健期中，沒有安排 
  服事。

新加坡地區

◇余達富牧師

十月

 7日 聖公會馬林百列教、
  加東福音堂 
 14日 兀蘭感恩堂、迦南堂、
  畢士大粵語堂 
 21日 長老會榮耀堂、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28日 平安浸信教會、宏茂橋福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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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劃順序〕

怎麼可能只有一個宗教是真的？

上帝怎麼會容許苦難發生？

上帝怎麼會把人送到地獄去？

教會要為許多的不公義負責嗎？

科學已經否定了基督教嗎？

《為何是祂》   ( 簡體版 )

The Reason for God

《紐約時報》與亞馬遜書店排行榜暢銷書作者

提姆•凱樂 (Timothy Keller) 著 /呂允智 譯

提姆•凱樂（Timothy Keller）於1989年在紐約市曼哈頓創建「救主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至今聚會人數達六千，葛理翰（Billy Graham）說：「提姆•凱樂在紐約市的事工，正引導整個世代的

尋道者與懷疑者一同邁向對上帝的信仰。」他的團隊也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協助許多教會推動植堂事工。本書《為

何是祂》（The Reason for God）之英文版在2008年一發行就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非小說類第七名。

優惠期至2012年12月底

《為何是祂》（簡體版）訂價台幣$600

預約期間8折特惠   每本 台幣$480（郵費另計）

此書回答了許多懷疑基督教信仰者或甚至是熱心信主者
所常有的疑問。作者藉著文學、哲學、日常生活談話，
以及有力的邏輯思考，來解釋為什麼事實上相信基督教

的上帝是十分明智和合理的。他為真正的基督徒提供了

一個可站穩的堅實平台，
來對抗這個懷疑時代所造
成的信仰後退；也為那些
懷疑者、無神論者和不可
知論者，提供了極具挑戰
的論點以繼續探討相信上

帝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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