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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公義的生活在本質上就是屬

天之愛的聖潔表露。對一個天然人來

說，這一直是個很難明白的觀念；不

但在舊約時代，就是在主耶穌宣講登

山寶訓的時候也是如此。

對文士及法利賽人來說，過一個

公義的生活就是要愛他們的鄰舍，卻

要恨他們的敵人。他們為了達成這個

目的，就提出了一個方程式─「當

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太5: 
43）。雖然在舊約聖經中並沒有這條
誡命存在，但我們不難了解為什麼他

們會從舊約聖經的一般性教導中演變

出這樣的一個觀念。文士和法利賽人

的看法，主要是根據聖經中一些詛咒

的經文及詩篇而來，但問題是他們並

沒有將神厭惡罪以及神愛罪人這兩方

面分別開來。

他們將神對罪的審判解釋成一

個誡命，就是要恨那些所有不是以色

列的人─特別是撒瑪利亞人、希臘

人和羅馬人，因此他們是故意破壞神

律法的原則。主耶穌譴責這種態度，

因為它不合乎神的標準，也因為它顯

出了不完全的愛。耶穌基督清楚地指

出，一個公義的生活包含了 要用「完

全的愛」去取代「不完全的愛」；這

對今日的信徒而言，也是一項非常需

要的信息！

十九世紀的蘇格蘭牧師兼作家亨

利．杜端蒙（Henry Drummond）這
樣說：「（愛）是這世界上最偉大的

東西」，這個說法非常恰當。然而愛

的偉大卻被它的缺乏所勝過；這世界

太缺乏愛的表現，甚至在基督教中也

有太多缺乏愛的事。假如我們「要完

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5: 
48），那麼我們就必須展顯出完全的
愛，「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約

歐福（Stephen F. Olford）／著 李定武／譯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

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

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

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

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麼？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麼

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麼？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

的天父完全一樣。 —馬太福音5: 43-48



的信徒如何去做到這點。他在羅馬書

12章20-21節說：「所以，『你的仇
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

他們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

堆在他的頭上。』你不可為惡所勝，

反要以善勝惡。」

在聖經和基督教歷史中充滿了許

多人的故事，他們因著信徒在面對苦

難和逼迫時所表現出的仁慈行動，而

榮耀地被耶穌基督所得著。

三、我們必須為敵人禱告

「要為那逼迫你們〔有古卷加：

和誣衊你們〕的禱告。」（太5: 44，
呂振中譯本）

一個表明出屬天之愛的超然例

子，就是當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

時候，甚至仍禱告父神說：「父啊，

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

得。」（路23: 34）第一位殉道的基督
徒司提反，當人們用石頭不斷打他致

死之前，卻被聖靈充滿，禱告說： 
「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徒7: 60）

你我有多少時候會在神前，提名

為我們的仇敵禱告呢？又有多少時候

我們會尋求智慧和恩典去對待他們，

並且求他們最終能得到救恩呢？惟有

當加略山的基督住在我們心裡時，我

們才能夠為那些逼迫和誣衊我們的人

禱告。

貳、品質特出的愛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

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

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

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

呢？就是稅吏不也這樣行麼？你們若

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麼長處

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麼？」

（太5: 45-47）
這段經文很清楚地顯示，耶穌說

的是一種特殊品質的愛，但這種愛卻

不能在天然人的心中找到。這種愛的

特質可以描述如下：

一、屬靈的愛

「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

子。」（太5: 45）

這句話乃是馬太福音5章45-47節
整段經文中最主要的的推動力。愛必

須從神開始，但是要藉我們身上傳播

出去。基督徒乃是「與神的性情有

分」的人（彼後1: 4），既然愛是神
的本性，我們就必須在新的性情中把

這種愛顯露出來。正如天父賜下陽光

和雨水時，祂並不分壞人與好人，也

沒有偏心，所以我們也應該向所有的

人分享我們的愛，然而惟有靠祂先賜

我們祂那種無條件、不自私的愛，我

們才可能做得到。

神並不是因為需要愛才創造人，

相反地，祂創造人乃是因為祂是愛。

身為祂屬靈子女的你和我，應當靠著

聖靈內住的能力，來示範並表達出這

同樣品質的愛（見羅5: 5）。
神從未要求我們要像愛最親近和

摯愛的人那樣地去愛仇敵；祂所用的

字是不同的。它不是指那種「落入情

網」式的愛，甚至也不是指在情感上

表達出愛意；它乃是一種出於內心、

思想或意志的決定─決意去愛那些

不可愛、我們不一定喜歡的人，但也

不牴觸我們作為基督徒的責任。事實

上，它就是神無條件的愛的明證，是

一種屬靈的愛。

這種愛並沒有忽略我們所需要

有的操練。雖然我們的敵人在惡行上

訓練有素，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就可以

停止愛他；這正如同我們雖處分自己

的孩子，但並不表示我們就不再愛他

了。這種在處罰和管教上所表現出

的屬天之愛，絕不是報復性或報仇性

的，而是一種帶著禱告和關心的愛，

為得是讓敵人得益處（見來2: 3-11）。

二、不偏心的愛

「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

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一4: 18）。我們需要從經文重新定義
何為屬天的愛，並且在每天的生活中

示範出這種屬靈的愛。

若要克服那不完全的愛，我們

就必須信靠神，讓聖靈在你我身上動

工，產生出以下三方面的愛：

壹、服事盡責的愛

「要愛你們的仇敵〔有古卷加：

要給咒詛你們的祝福；要好待那恨惡

你們的〕，為那逼迫你們〔有古卷

加：和誣衊你們〕的禱告。」（太5: 
44，呂振中譯本）

屬天之愛的超然特性，是一直有

主動性、創造性，和救贖性。

在聖經中，屬天之愛從來不是被

動的；神向我們每個人所展現的愛，

總是無私和犧牲的。我們愛朋友比較

容易，因此主耶穌特意叫我們要愛仇

敵，同時祂也指出三條路，教我們如

何去愛那些原本我們所恨惡的人！

一、我們必須愉快地對待敵人

「要給咒詛你們的祝福。」（太

5: 44，呂振中譯本）

在此「祝福」的意思是指「對某

人說好話」或「稱讚」。當我們要回

應別人對我們的嘲笑和咒詛時，必須

充滿極大的屬天之愛，並以和悅的言

詞說話。為了神的榮耀和他們最終的

救恩，我們絕不可用不誠懇或不誠實

的方式回應，而必須善用每一個機會

去稱讚那些恨我們的人，並且盡量去

得他們的喜悅。我們本會害怕去做如

此像基督的行為，但是這種完全的愛

會把所有的懼怕除掉。

二、我們必須善待敵人

「要好待那恨惡你們的。」（太

5: 44，呂振中譯本）

單單對我們的仇敵說好話是不夠

的，我們在愛的服事上要盡上責任。

使徒保羅指示那些願意降服於神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

賜呢？就是稅吏不也這樣行麼？你們

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麼長處

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麼？」

（太5: 45-47）

耶穌在此所教導的是，屬天之愛

不會偏待人。聖奧古斯丁將這個思想

極完美地表達了出來：「以善報善和

以惡報惡，都是自然的反應；而以惡

報善是屬魔鬼的反應。但以善報惡則

是屬天的反應。」

林賽（A. D. Lindsay）對這一節
的解釋頗值得我們注意：「在此所說

的『賞賜』是指什麼呢？這不就像是

說：停止不去愛那些愛你的人，有什

麼趣味呢？難道你看不出有比那更令

人興奮的嗎？這就是耶穌基督的『多

走一里路』神學：以惡報善是屬撒但

的反應，以善報善是人自然的反應，

以善報惡是屬神的反應。」

這就是屬天之愛的特出品質，

它是屬靈的，也是不偏心的。這種愛

的品質遠超過家庭的情感、熱情的渴

望，和人間的溫暖；這種愛能夠讓我

們愛不可愛的人，也可能會使那些人

變得更可愛一點。

參、堅定恆切的愛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

父完全一樣。」（太5: 48）

不論人間的愛發展得如何高深，

在遇到緊張和壓力時，總有失敗的時

候；然而屬天的愛卻永不失敗，永不

止息（林前13: 8）。對神來說，祂能
做得到這種愛，因為神自己就是愛，

但我們卻不能，而是必須天天在愛上

長進，以至能「像⋯⋯天父完全一

樣」。新約聖經清楚地讓我們看到如

何能做到這種愛，使徒約翰在這方面

的教導，對我們特別有幫助：他三次

論及基督徒經歷中的這種「完全的

愛」，並告訴我們要發展這種堅定恆

切之愛的祕訣：

一、必須順服神的話語

「凡遵守主道的，愛神的心在他

裡面實在是完全的。」（約一2: 5）

把神的話視為完全的啟示，並

且順服遵守它，就是基督徒經歷完全

之愛的祕訣。當我們愈多地藉著遵守

神的話語來順服祂時，就會愈加地像

祂；這就是主說「你們要完全（或成

熟），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這句

話的意思。當我們的行為像神時，愛

就能表現出來，自私和那屬肉體的欲

望就被排除了；神的旨意不但因此在

我們的身上被實行出來，也藉著我們

而在別人身上實現！

二、必須依靠神的兒子

「這樣，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

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

懼；因為他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

何。」（約一4: 17）

使徒約翰這句話的意思乃是說，

基督的完全成了我們的完全。完全的

愛在耶穌基督身上展示出來：祂的思

想、話語，和行為，無一不完全，並

且祂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是

一樣的」（來13: 8）。因此當我們依
靠祂而活出祂在我們裡面的生命，以

及讓祂藉著我們彰顯出祂的生命時，

我們的愛就會成為完全。活出祂的生

命，就表示我們不論在今日或在審判

之日，都沒有懼怕；因為主耶穌的生

命一直都蒙神喜悅，所以當我們每天

都在生活中展現出神兒子的特質時，

我們就知道自己也會一直被天父所接

納。

三、必須效忠神的教會

「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

們裡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

全了。」（約一4: 12）

這個不信的世界論到早期的教會

時如此說：「看啊，這些基督徒這般

地彼此相愛。」事實上這些信徒只是

遵從了主的教訓，因著他們「彼此相

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

門徒了」（約13: 35）。聖經說：「從 
來沒有人看見神」（約1: 18），但基
督來到世上，以人所能明白的方式將

父神表明出來；而如今，這同一位基

督仍在表明同一位父神，方式則是藉

著我們基督徒的彼此相愛。當我們在

教會團契中愈加彼此相愛時，神的愛

在我們裡面就會愈加發展和完全，也

會愈加恆久和得勝。在教會中的彼此

相愛，會以一種最神奇和神祕的方式

加強我們愛教會外仇敵的能力！從實

際上來看，如果我們在教會中不能彼

此相愛，我們又如何能期待未信之人

相信我們是真實地愛他們呢？

結論

我們看到主耶穌希望我們「完

全，像⋯⋯天父完全一樣」（太5:  
48），而祂所指的意思，很清楚地就
是要信徒在心中發展出堅定恆切的神

的愛，也要透過我們向別人展現出這

種愛。其祕訣是在於每天順服神的話

語，每天依靠神的兒子，並且每天忠

誠於神的教會；我們惟有保持這些屬

靈的操練，才能使不完全的愛被屬天

之愛所替代！而這屬天之愛在其服事

上盡責，在其品質上特出，在其發展

上恆切。

基督的教會在此時此刻最大的

需要，就是要有一個完全之愛的新洗

禮。如果我們有了一切卻沒有愛，就

算是什麼都沒有。因此，就讓我們手

攜著手，讓這個世界知道我們在主愛

中是聯結為一的吧！ 

註：本文譯自Stephen F. Olford, 
Institute for Biblical Preaching, Vol. 7, pp 
253-260.  Encounter Ministries, Inc., Box 
757800, Memphis, TN 38175-7800.



來柏林已經快10年了，我們的日常生活
起居也變得與典型的柏林人無異：不需要人帶

路就能找到柏林任何地方，知道去哪裡買菜比較

便宜，也知道哪些餐館適合弟兄姐妹聚餐，家裡的

衣服足夠應付柏林春夏秋冬各樣的氣候變化﹔教會事

工也蠻有神的祝福，在同工們忠心的安排和運作之下能

穩定地運作。看到這樣的結果應該蠻得安慰的才對，然

而心中總有股說不出來的欠缺感，好像穿了鞋子卻忘了

穿襪子似的，不舒服但就是不知道哪裡不對。

我們一直以為那種壓抑和不釋放的感覺來自大環境

的壓抑，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種族歧視，因為德國不是

移民國家，但日子一久，也漸漸習慣這種奇怪的感受。

直到有一次，一位弟兄向我們反應他對教會目前光

景的看法：「教會太無聊了。」我當時的反應就好像一

個深為自己孩子感到驕傲的母親，聽到人說她的孩子其

實沒有像她想像的那麼好那樣的難受。

正想要反駁時，突然聖靈提醒我要有寬大的胸襟來

聽別人說話，否則容易成了國王穿新衣，不僅自己活在

謊言和不真實中，周圍人也不願意告訴你事情的真相。

是的，走在人生道路上，我們都需要有人在一邊提醒，

我們也需要神的啟示。神的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

光，從聖經尋找神的啟示，是最安全的方法。但當年用

雲柱、火柱帶以色列人走曠野的神，今天怎麼變得那麼

靜默不言呢？

其實神的雲柱和火柱今天仍在彰顯：在這世代，神

常常透過我們的配偶、周圍的朋友或弟兄姐妹向我們說

話，但這些人最容易被我們忽略。等我謙卑下來問這位

弟兄為什麼他會這樣說的時候，才發現那是神要透過這

位弟兄，讓我重新思考教會事工的步調和方向。

一般教會，包括我們柏林教會在內，平時為著既

有的事工及會眾的需要，忙得不可開交。我們經常為了

讓教會存在而努力，卻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自己的方向

和使命。我們是否有點像掛在屋簷下小鐵籠子裡的白老

鼠，拼命在籠子裡跑，累得滿身大汗，卻不知自己根本

沒離開過原點！並沒跑在神所賦予的使命和呼召中。教

會有時又像巷口賣陽春麵的小攤子，幾十年不變，讓有

心的人無法經歷神國的真實性。更糟的是，我們習慣關

著房門跑！

活在封閉的小圈子裡，我行我素，自成體系和風

格，不與當地人來往，已是海外華人教會的傳統。固步

自封的方式在北美或許還行得通，因為美國是個移民國

家，若行在德國就會帶來無形的壓力。在一個反移民的

國家裡，華人還明著過封閉不與德國社會互動的生活，

豈不是讓周圍的德國人對我們更誤解，對華人更反感嗎？

很多人認為教會的存在是為了讓海外信徒能在教會

裡享受鄉音，但對當地社會而言，我們成了「被分別出

來」的異類，而非被神分別出來的聖徒，所以神在耶利

米書29章7節才會要求離開家鄉的信徒要為所住的城市禱
告，要祝福當地的人，這樣信徒也隨著得到平安和祝福。

教會一定要融入所在地的社會，即使因著封閉的

民族性，華人很難融入本地社會，但我們仍要有敞開的

心志。只要有願做的心，神就能行五餅二魚的神蹟，透

過教會來彰顯祂的大能。神按立教會在各地，不僅為了

讓人能認識神、敬拜神，神也要教會成為金燈台，讓信

徒，無論是華人，還是德國人，成為社會的鹽和光，見

證神的榮耀。

耶穌兩千多年前道成肉身，活在各樣的人群當中。

身為耶穌的門徒，我們要效法祂，向我們周圍的世界見

證神。如果基督當年以人的形像來到我們當中，今天你

我豈有理由閉門造車，只為自己而活？

箴言14章31節說：「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
主，憐憫窮乏的，乃是尊敬主。」感謝那位弟兄的提

醒，我們終於願意跨出自己的有限，看到目前在德國窮

乏遊民的需要，開始每週去關心他們、服事他們，讓遊

民感受到基督徒的愛與關心，也讓社會知道「雖然我們

是華人，但我們也是柏林人！」 

 誰是我的鄰舍？
徐立牧師／柏林華人基督教會

 誰是我的
海外來鴻

 誰是我的
海外來鴻

 誰是我的



法利賽人和耶穌都絕對相信神的主權和聖經的真

實，他們在外表上也都有敬虔的行為。但是為什麼耶穌

這麼嚴厲地批評法利賽人呢？到底法利賽人和耶穌之間

重要的分別在哪裡？

1. 法利賽人以為宗教活動最能討神喜悅，耶穌卻重視心
裡的誠實。

2. 法利賽人重視自己如何，耶穌重視他人如何。
3. 法利賽人不跟不屬於自已圈子的人來往，耶穌跟所有
的人來往。

4. 法利賽人堅持真理而忘了憐憫，耶穌的真理裡帶著憐
憫。

5. 法利賽人給予定罪，耶穌給予恩典。
6. 法利賽人渴望達到標準，耶穌渴望與神親密。
7. 法利賽人看到罪人的不完全，耶穌看見罪人對神的渴
望。

8. 法利賽人重視正確，耶穌重視愛心。
9. 法利賽人因著自己在神面前的好壞而起伏，耶穌因著
自己愛子的身份而安穩。

10. 法利賽人不想去做不該做的事，耶穌不想該做的事沒
做。

11. 法利賽人看見標準的價值，耶穌看見人的價值。
12 法利賽人在乎自己的完美，耶穌依靠神的完美。
13. 法利賽人以自己的敬虔為樂，耶穌以天父的愛為樂。
14. 法利賽人認為自己能做，耶穌認為神能做。
15. 法利賽人愛討論抽象的原則，耶穌關注有需要的個
人。

16. 法利賽人委身於規條，耶穌委身於天父。
17. 法利賽人在乎人怎麼看他，耶穌在乎天父怎麼看他。
18. 法利賽人的安全感基於他是不是正確，耶穌的安全感
基於他的身份。

19. 法利賽人敬拜律法標準，耶穌敬拜獨一真神。
20. 法利賽人喜愛在大事上出名，耶穌喜愛在小事上忠
心。

21. 法利賽人沒有缺過任何一天的靈修，耶穌沒有錯過任
何一個神帶來的人。

22. 法利賽人討厭打破規矩的人，耶穌討厭打壓人的規
矩。

23. 法利賽人的生命特徵是規範，耶穌的生命特徵是

法利賽人 vs 耶穌
葉耿齊牧師／加州中華歸主海沃教會

法利賽人
牧者心聲

信靠。

24. 法利賽人願意為聖潔付上極大的代價，耶穌願意為罪
人付上極大的代價。

25. 法利賽人想要做聖人，耶穌卻與罪人認同。 
26. 法利賽人在教義上討論他們所相信的，耶穌在生活上
實踐他所相信的。

27. 法利賽人愁眉苦臉地遵守神的規條，耶穌高高興興地
享受神的宴席。

28. 法利賽人在聖經中看見神的禁止與許可，耶穌在聖經
中看見神的畫像。

29. 法利賽人有規則，耶穌有生命。
30. 法利賽人想把罪人消滅，耶穌想把罪人改變。
31. 沒有詳細地規範，法利賽人不知怎麼行事為人；沒有
聖靈引導，耶穌不獨立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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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五月的畢業驪歌聲，

夏天很快地闖入我們的生活當

中，更新同工十分感謝讀者們

多年來固定的支持。更新總部

每個月固定的行政開支不能歸

入籌款項目，而所有同工每月

的薪水，也沒有要求自己去籌

款，但我們45年來沒有一個月事工停
頓，或發不出薪水。我們一方面要感

謝諸位的支持，另一方面要感謝神的

信實。當年我們同工響應祂的呼召

出來服事時，祂不失信，按我們每

天的需要，賜日用的飲食，直到如

今！45年不是一段短的日子，求神保
守我們繼續忠心的服事祂，成為神可

用的導管。

[一般事工]

◆更新總部辦公室經過30年的使用，
顯得陳舊，但感謝主，它既不漏水，

也不出小毛病，只是每年為應付市政

府的防火設備檢查，需要費些工夫，

但一切總是平安度過。為了「鼓勵」

這棟小屋願意好好繼續被神使用，我

們請到一位幫忙我們多年的南美家庭

主婦珊塔（Santa），為我們的院子換
上新裝，還種了六棵玫瑰（以後若能

再種點空心菜或九層塔，同工上班會

更快樂些！）請看附上的照片即知。

◆六月天雖炎熱，但也是新歡老友

歡聚的日子，我們有機會見到好些許

久沒見的朋友，包括去探望更新學院

老友劉霽夫婦；在總部見到遠自台灣

和東馬來的徐琳、張慶雄夫婦與李德

威夫婦，又見到來自北卡的何蓓蓓，

台灣的魏愛梅；在馬利蘭州則見到更

新董事張麟至夫婦和更新同工周德威

夫婦。感謝主，大家都依然在不同的

服事工場上為主盡忠。您若有機會路

過新澤西州，請來更新總部參觀或買

書，我們非常歡迎與您有進一步交通

的機會。

[製作部事工]

◆感謝神給電腦部同

工徐瑜特別的技巧，

使更新得以踏上製作

電子書之路。我們在

無人教導的情況下一

路摸索，如今也漸漸

走出一條路來。目前

徐姊妹正在嘗試將部

分更新書籍轉換成電

子書；如何製作得美

觀，又讓讀者不能盜

版，是一門大學問，

求神幫助我們，讓更

新讀者日後有機會選

擇要看紙版還是電子

版的更新好書。目前

已經可以訂購或免費

贈閱的有下列幾本電

子書：《讓我們露營

去！》（美金$2.99）、
《揚起生命的帆》

（免費下載），及漁

夫查經系列之一的

《天國子民─馬太

福音》（美金$1.99）。
歡迎大家上

更新網站選

購，也請大

家 告 訴 大

家，同時希

望大家拭目

以待，將會

有更多書籍

供讀者在手

機上使用。我們秋後網上見面。

[同工消息]

◆更新各部門工作忙碌依舊，但目

前進出的同工也很多。曾靜君有事回

台；Ani t a姊妹因
公手腕受傷，正在

修養中；章俊家有

喜事，去了中美洲

的離島；龐慧修成

年兒女來訪，不亦

樂乎；徐瑜去了遠

東短宣等。李定武

牧師夫婦將利用暑

假有兩個月的安息

月。希望秋後，大

家重新歸隊，能有

更上一層的服事。

請繼續為更新禱

告，願我們的服事

榮神益人。

[同工腳蹤]

北美地區

◇李定武牧師

八月5-7日  

加州山景城基督

徒會堂退修會

（Redwood Chris-
tian Camp）
◇周德威傳道

六月29日-七月18日

德國柏林華人教會

門徒訓練事工

七月23-24日 

賓州Fort Washing-
ton平安谷華人基
督教會《豐盛生

命》導師訓練班培

訓 

自東馬來訪的李德威夫婦

遠自台灣來訪的徐琳、張慶雄夫婦

探望門訓同工周德威夫婦

探望老友劉霽夫婦

何蓓蓓與泰國宣教士魏愛梅來訪
何蓓蓓來NJ總會做越南
河粉給同工吃

《離婚後的恢復》 ..... 台幣 $160
《處理婚外情》 ....... 台幣 $150
《面對家庭暴力》 ..... 台幣 $150
《外遇後的重建》 ..... 台幣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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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 121／ 耶利米書解經 

開課時間：2016年10月21-23日

教師：陸蘇河教授

深入認識耶利米書的背景和神學信息，尤其這本書對事奉和新約的關係，並對我

們今日生活的意義。

授課地點：Day's Hotel,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主辦單位：更新傳道會 

 *學費： 正式修課（修學分）每門$180；旁聽（不修學分）每門$95。
（學生如已有學士學位，選課學分成績在B或以上的課程及學分，可轉
美國南卡州 "哥倫比亞聖經神學研究院"，簡稱CIU)

位置有限，歡迎儘早報名！

 *連絡方式：
更新網站：www.crmnj.org  
或電話：732-828-4545；傳真報名： (732)745-28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