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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凱思樂（Jay Kesler）
∕編

處理錢財、選購東西、保養衣服鞋
子、購買生活用品、整理自己的房
孩子而言都是一個考驗的時刻─他能
間、待人處事、過屬靈生活、平衡工
獨立自主嗎？能作個負責任的人嗎？能
作與休閒，並且一直給他們練習的
作出好的決定嗎？能主動尋求神和順服
機會，那麼你已經在幫助孩子學習獨
神嗎？為了幫助父母們不至於在最後一
立了。
刻才扼腕嘆息，我們特別選出幾篇好
我們家的目標，是等女兒們成
文，提醒父母要及早朝著這些方向訓練
熟到可以負起責任及運用自由時，就
孩子。
逐漸給她們獨立自主權。我們在這方
面的教導，其一就是教她們理財，也
就是學習如何儲蓄及使用金錢。起初
我們在每個孩子的抽屜裏放幾個小
生活上的訓練
康威夫婦（Jim and Sally Conway） 罐子：一個罐子是放禮拜天要奉獻的
如果你身為父母的目標，是要幫 錢，另一個是參加女童軍的費用，還
助孩子長大成熟，那麼在他們成長的 有一個是為其他籌款用的，最後一個
過程中，你就會試著教導他們成年人 則是放自己可以花用的錢。
為了鼓勵她們儲蓄，我們經常等
所需要的一切技巧。如果你已經這麼
做了，那麼孩子在獨立自主上就不會 量存入他們已經積下的錢，例如她們
是個很大的問題；他們在許多方面， 存了5塊錢，我們就再給她們5塊錢。
她們也有禮物基金，以便有錢買生日
可能都已經成熟獨立了。
但 要 教 導 獨 立 自 主 並 不 是 說 ： 禮物送人。我們就在這種讓她們自己
「好啦，你現在16歲了，我要開始教 存錢、自己花用的過程中，教導她們
你如何獨立。」如果你曾教孩子如何 獨立的功課。
編者註：孩子離家去上大學，對父母和

甘張梅君∕譯

等到她們拿到駕駛執照時，我
們就讓她們先在不擁擠的路上開車，
以便習得經驗。但我們彼此有個約
定，在她們滿了一定小時數的上路經
驗之前，不准載任何人。我們不願在
她們駕駛經驗尚不足前，便去載其他
孩子。她們學到，在有開車自由的同
時，也應負起作個安全駕駛的責任。
我們也會派她們去辦些事，這使她們
有許多開車的機會，同時也滿足了她
們探險的興趣。我們曾好幾次准許女
兒開車到3小時車程外的大學去探望
她姊姊。
此外還有一個方法鼓勵她們獨
立，那就是給她們一張購物清單，叫
她們去買東西。如果有些東西正好
缺貨，她們就得學習選擇合適的代用
品，然後我們就能知道她們是否有能
力作好的選擇。我們也叫她們負責保
養車子。我們把這些事當作特權，而
不是平常指派的工作。
當我們加蓋一個房間時，外子
教女兒們如何安置夾板牆；後來他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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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爐時，也讓她們當助手。她們學會
了保養車子、割草、修剪樹叢、照顧
花草和寵物等，也學會烹飪及打掃房
子；這些能力激發了她們的自信。如
果孩子感到你鼓勵他們獨立，他們就
不會向你鬧獨立革命。
但在幫助他們獨立的同時，也
不要忘記他們仍需一些限制。從一開
始，我們就警戒女兒們不准使用毒
品，也不准開快車。我們告訴她們藩
籬設在哪裏；在藩籬之內，她們可做
她們想做的事，但卻不可越出一步。
而不准的原因，是因為那會扼殺她們
將來的潛力，或傷害到她們。
但我們不應只教導孩子們獨立自
主，也需要教導他們「彼此倚賴」；
我們應強調對彼此的需要，及彼此的
關懷，因為畢竟獨立也可能變成一種
逃避。等孩子學會了獨立，並知道自
己的價值時，就應學習如何利用自己
的知識、技巧去幫助別人。
有些父母對孩子很嚴格，以為
嚴格的管教可以保證成功，然而嚴格
的規條及作風並非上策，嚴峻並不是
使孩子成熟的方法。根據我們家的經
驗，我們發覺使用彈性並開明的方
法，反而更有助益。

練過程大約需要20年。關於這件事，
我們家對孩子有個小小的特殊用語：
「此刻你是鬱金香還是橡樹？」如果
孩子此刻是鬱金香，那麼我們會說：
「神預備了爸媽作你的籬芭。如果此
刻你是鬱金香，那麼我們就來幫助你
作這個決定。我們所能看到的比你所
能看到的大得多，所以你不要單獨作
決定，我們一起來作。」但如果他們
感覺自己是橡樹，那也很好，就可以
讓他們自己作決定了。
我想青少年孩子與父母需要有這
樣的關係。我的孩子應知道，他有時
可以回到小小孩的依賴，有時又可以
像大人的獨立，而我們的反應會跟著
他的狀態而改變。在合理的情況下，
我們讓他們能既是小孩，又是大人；
我們會選擇從最合宜的立場上來對待
他們。
我們要分辨孩子何時會從鬱金香
變成橡樹。每個孩子的發展都不同，
有的孩子這方面發展得不錯，那方面
卻不行；有的孩子14歲時父母就可逐
漸放手，有的則要等到17歲。而不同
家庭長大的孩子也很不同。在這當中
有幾點需要注意：
第一，不要因為其他家庭所做或
不做的事，使我們受到威脅；我們要
培養作好決定的能力
以對我們最好的方式來管理我們家。
麥哥登（Gordon MacDonald）
第二，不能以家中某一個孩子作
為人父母的我們有一件事是應當 為父母對待其他孩子的標準。我准許
做的：提供孩子一個環境，讓他們能 女兒做的事，並不代表也准許兒子去
長大成熟，並作出正確的選擇。雖然 做。我採取的方式是選擇性的放手：
我不能保證他們將來會如何，但我必 如果孩子表現得成熟，我對他就會更
須負責培養他們去作好選擇的能力。 多放手。舉例來說，當兒子大約8-9
我們都看過許多家庭，父母非常 歲時，我注意到，我從來不需要提醒
好，而孩子卻像小惡魔一般；反之， 他去睡覺；他總是在同一時間上床，
也有一些非常糟糕的家庭，而孩子卻 因此我們沒有必要為他規定一個上床
像聖徒一般。若從孩子的表現來責怪 時間，因為他在這一方面很早就表現
父母，就好比責怪神，為什麼不把每 出負責任的態度。有時候，他需要晚
個人都造成好人一樣。
睡一點，我也不會說什麼，因為知道
當神造我們時，給了我們祂的形 那不過是他偶爾破例而已。
像及一些能力與恩賜；至終而言，祂
我覺得孩子若在某方面表現出
給了我們作選擇的責任。我想作父母 成熟的個性，父母就應盡速在那方面
的也是這樣。我們教養孩子，就是要 放手。我們在自己兩個孩子身上都試
使他們懂得作正確的選擇，而整個訓 過，只要他們一靠近那標準，我們就

會給他們該得的權利與特權。

責任的生日盒
沙亭（Dan Sartin）

有什麼好的方法或計劃，可以幫
助孩子學習獨立負責呢？我覺得以下
幾個步驟是有智慧且值得推薦的：
第一，父母應盡力了解自己，並
在孩子面前活出成熟的成人典範。如
果我們活出值得欽羨的榜樣，就能多
影響他們幾年。
第二，要幫助他們認清作大人的
責任。讓他們看到，成為大人後所要
負擔的責任，至少要涵蓋以下這些項
目：處理預算、修飾個人儀表、工作
負責、保持健康與運動、屬靈成長、
社交禮儀、認清並改正弱點、學作決
定，及調適壓力等。
幫助孩子負責的祕訣，是容許
他們與父母討論；若是可能，最好是
看過父母做。這應是有創意的學習經
驗，一起做某些事，希望孩子藉此能
學會。
波爾（Ken Poure）在《父母們，
給 孩 子 一 個 機 會 ！ 》（Parents, Give
Your Kid a Chance）一書中提出一個建
議，每年給孩子一個「生日盒」，賦
予孩子某些方面的責任。其意義乃是
從生活的大層面中，漸漸地把所有的
責任交下去。每個生日帶來一個新的
盒子，今年盒子的內容，取決於孩子
對去年盒子內容的學習情況；盒子的
內容則由父母與孩子一同來決定。
父母在「生日盒」中放的，除了
有給孩子的「全部責任」（在這些方
面他應負起全責）外，同時也有一些
「部分責任」（仍需我們幫助孩子完
成的一些責任）。經過一段時間後，
每個「部分責任」就應放入「全部責
任」的盒子內（編者註：這一套「生
日盒」方案，涵蓋13-18歲中的每一
年，詳見本文出處）。

屬靈上的訓練
歐德蘭夫婦（Ray & Anne Ortlund）

當耶穌12歲時，第一次暫時從地

上父親的身邊離開，留在聖殿裏與律
法教師談話。過了兩天，等他父母氣
急敗壞地回來找到他且責備他時，耶
穌卻回答說：「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
的事為念麼？」（路2: 49）祂用這方
式婉轉地將祂地上的父母與天上的父
親分別開來。
我們家的孩子也大約從12歲開
始，覺得可以逐漸脫離只聽從父母的
階段，而慢慢開始學習向天父尋求指
引。如果你們的孩子有重生的經歷，
那麼你們就應與他討論這件事。你們
可以這麼說：「從今天開始，主在你
生命中會愈來愈顯重要；你愈懂得怎
麼從主那裏尋得引領，爸媽就愈會放
手讓你自己作主。或許慢慢地我們就
不必再告訴你該怎麼做了，你將從神
那裏直接領受祂的引導，而我們將只
是你的好朋友。」
如果父母常常這樣提醒孩子們，
他們就會慢慢了解如何尋求天父指
引，並且也不再需要猜疑父母到底還
要管他們多久。他們也將明白，他們
並不需要以叛逆的方法來爭取權益，
只要讓父母看到他們是被神所掌管
的，父母自然就會樂意逐漸撤除對他
們的管束。
我們應慢慢地把孩子們完全交在
主的手中，慢慢地預備他們過成年人
的生活，並且幫助他們面對失敗─
失敗並非世界末日，應當振作起來，
繼續向前邁進。在他們失敗時，我
們應有同理心，並分享自己從前失敗
的經歷。如果我們總是擺出一副絕對
成功的樣子，那對他們會是很大的威
脅。孩子需從我們身上看到失敗並非
人生的終結，而人生也不像表面看起
來那麼可怕，因為慈愛的父神掌管了
我們的成功與失敗。
我們至終的目標是要使孩子長
成敬虔的大人，但除非他們實際去操
練，否則絕對學不到；這就像學游泳
就一定得下水一樣。縱使他們尚無經
驗，我們也應讓他們學習作大人；這
就像教游泳，我們只能在一旁協助，
卻不能替他們游。

家庭的榜樣

道，有一天兒子、女兒會離家，這也

畢爾士（V. Gilbert Beers） 是我們最終所有管教、養育的目的。

在孩子逐漸獨立的過程中，父母
應重視家庭生活的經營，好使青少年
孩子對未來要如何建立自己的家庭有
個概念。如果一個家庭─在夫妻關
係及親子之間─充滿了愛及對彼此
的肯定，那就能使年輕的孩子對自己
將要建立基督化家庭的憧憬，感到很
興奮。
基督徒家庭應是青少年孩子學習
家人彼此尊重、彼此相愛的地方，這
家庭也應有基督活躍在其中，如此祂
就能繼續成為孩子日後新家庭中的一
份子。
這樣的基督化家庭是一個開明的
家庭，沒有監獄般的牆來限制孩子，
所以他們不會誤以為自己是被關在裏
頭。一個開明的家庭中有愛，有溫
暖，有彼此的接納及肯定，因此孩子
自然會被其磁力中心所吸引，並且會
希望自己日後也有一個類似的家。當
他們遇到生命的風暴時，那個家也將
會成為他的避風港。
一個開明的基督化家庭，也會
是一個孩子能很驕傲帶朋友、或日後
帶自己家人來訪的地方。它似乎在微
妙地宣告說：「當我必須離家時，很
平和地搬出去，但我也很樂意隨時回
來，享受那以基督為中心的溫暖吸引
力。我也知道家人會以溫暖的膀臂來
歡迎我。」在這種環境下─開明的
家，張開的雙臂─長大的孩子，一
定會在合適的時間依樣建立起一個自
己的家庭。

但在感情上要放手實在很難，那種臍
帶相連的牽繫，給我們價值感及活下
去的希望。
此外我們也怕孩子會失敗、受
傷，或重蹈我們的錯誤；這些恐懼都
是很正常的，但我們仍得讓他們離
去。在這「切斷臍帶」的過程中，有
兩件寶物卻不能失去，那就是「情
誼」與「信任」。
「情誼」是指真的了解孩子；
了解他們的長處、短處、夢想、恐
懼、慾望及對父母的感受。如果情誼
深刻，我們就能坦誠地向他們表達我
們對他們的擔憂，我們也能預備好
讓他們離去。距離與年紀並不會打斷
愛的聯繫，知道這點，我們心中就能
平安。
「信任」意指給他們責任，但卻
不是隨時查問他們的一舉一動。信任
也是指避免說些令他們自卑的話，而
讓他們有機會作大人。但這也不是發
給他們任意妄為的許可令，而是給他
們原則，並使他們了解，只要他們按
規矩而行，就能贏得自由。如果指派
他們工作，就要定出一個時間來檢查
成果，好讓孩子心理有預備，就不會
覺得是被囉嗦。信任是一點一點慢慢
建立起來的，卻可能毀於一旦。讓我
們一起來建立這種信任吧！

當我們想到孩子至終要離巢時，
一些最深沉的感受會從我們心底浮
現。大衛禱告說：「神啊，求你鑑察
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
我的意念。看在我裏面有什麼惡行沒
兩件寶物
（青年歸主編輯室） 有 ， 引 導 我 走 永 生 的 道 路 。 」 （ 詩
毛 毛 蟲 變 成 蝴 蝶 之 後 ， 帶 著 美 139: 23-24）這些經歷會真正地鑑察我
麗 的 翅 膀 破 繭 飛 出 。 這 是 很 自 然 的 們的心，並且神也要藉著這些經歷，
現象，牠們所需的只是時間及合適的 磨練我們走向那永恆的目標。
環境。我們的青少年孩子也想破繭
成為大人，展翅高飛；只是孩子並非 （本文選自「少年十五二十時」系列
昆 蟲 ， 而 且 父 母 在 此 過 程 中 也 參 與 第五冊《管教的藝術》第4章。「更
新傳道會」出版。歡迎上網訂購www.
有分。
身為有愛心的父母，我們心裏知 crmnj.org，或電732-828-4545）

羅馬假期
李陳長真∕著

羅馬是一座古城。她又老又新，說她是摩登少女，
不像；說她是一位雍容華貴的貴婦，又不完全夠格。但
不可否認的，她的確是一座很有特色的城市。已逝的抒
情歌星法蘭克．辛那屈，曾把他的心留在舊金山，我則
把我的心留給了羅馬，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
儘管我們多次重遊羅馬，她還是和我們第一次遇見
她時一樣吵鬧。每到華燈初上的夜晚，羅馬人仍與我們
當初所認識的一樣，穿著整齊地在街旁餐館裏，或在擺
設於餐館外人行道上的雅座中，大吃大喝。古灰色小石
磚舖成的老街，彎彎曲曲，但汽車依然川流不息。在這
裏沒有一條小巷是直的，但誠如俗語所說：「條條大路
通羅馬。」在城外只要你認定了羅馬城的中心方向，無
論怎麼開，一定可以到達繁榮、古跡眾多的城中區。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她含有豐富的史跡。在這
座城裏，我們可以找到共和體制和帝王體制之羅馬的遺
跡，也可以看見早期基督教歷史的遺跡，藏在城外亞比
亞大道的洞穴中。羅馬擁有拜占庭時代的建築，也擁有
帶著 文 藝復興後期之特 殊 巴 洛 克 風 格 的 建 築 物 和 噴 泉
設計。
許多人到羅馬，是為了參觀梵蒂岡的聖彼得教堂及
它出名的博物館。由於梵蒂岡就座落在市中心，有地鐵
和公車可以直達，所以很多人以為它是羅馬的一區。其
實梵蒂岡自成一國，通常稱為梵蒂岡市。它有自己發行
的郵票，也有自己的報紙、幣制和銀行，甚至有自己的
電台，每天以40多種語言向好多個國家廣播。梵蒂岡擁
有許多的地業，光靠每天由各地前來的遊客，收入就十
分可觀，但因它自成一國，因此義大利政府也奈何不了
她，一分稅錢也收不到。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旅遊羅馬最好的方法就是步
行！許多古跡都座落在流過城中心之臺伯河的右岸。我
們總是由市中心的威尼斯廣場開始，向右走上首都的山
丘，這裏的斜坡是米開蘭基羅設計的，斜坡兩旁是歷史

博物館，正中央是市政府。斜坡頂的廣場是米氏的精心
設計。從這山坡向下看，就是著名的羅馬廢墟。
羅馬廢墟中包含的古建築物很多，從這些殘磚破
瓦中，我們依稀可以看出她當年的輝煌，有奧古斯都重
建的商會大樓、羅馬的參議院、傳說中羅馬的開國英雄
雕像、異教的神廟，也有奧古斯都為紀念被刺殺之凱撒
所建的神廟。越過這一大片羅馬的廢墟向南，最後則是
君士坦丁大帝的凱旋門，走過這門，就是羅馬著名的鬥
獸場。
鬥獸場建於西元72年左右，顧名思義是用來鬥獸，
以娛樂羅馬貴族用的。它可供五萬人坐席。羅馬皇帝不
但使野獸在此相鬥，也使武士們在此相鬥。它是一座偉
大的工程設計，據說整個建築外表一度全包以大理石，
其上還設計有伸縮性的遮陽蓋，其工程之大實在令人難
以想像。
按傳說，早期教會的基督徒被捕後，曾送至此處
餵獅子，此說並無學者反對。每次逛到此處，我就十分
感激美國政府賜給我們宗教信仰的自由。我有時不禁在
想，如果有一天，美國政府規定凡信耶穌的人都要送去
餵獅子，那時我是否仍有勇氣堅持作基督徒呢？這件事
永遠是我心中的一個謎，我希望自己在面臨死亡時，仍
是個信仰堅定的人，但憑我自己，一定不能做到。
但另一方面我也訝異，基督教似乎永遠不怕受逼
迫，它通常是越壓越興旺。它最怕的倒是安適的日子，
安適容易使人忘記神，這點也算是基督教與其他宗教不
同之處。
羅馬除了古跡之外，另一樣最多的就是教堂，其中
有兩座教堂特別重要：一是梵蒂岡的聖彼得教堂，另一
是聖約翰教堂。後者之所以重要，是因它是羅馬主教所
管之教區的主教堂，而羅馬主教即教皇也！因此許多重
要的宗教儀式本當在此，而非在聖彼得教堂舉行。但如
今的教皇並不這樣做，因此聖約翰教堂有如被打入冷宮

的王后，孤伶伶地座落在羅馬城中。此教堂外表宏偉，
設計 卻 並不格外出色 ， 但 其 四 周 有 不 少 紀 念 碑 的 設 計
值得細看，教堂外院的柱廊十分引人入勝。按天主教傳
說，彼得和保羅殉道後，他們的頭都藏在這裏。
聖彼得教堂大概是全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堂，有關它
的細節無法細述，只有等你自己去看。其博物館真是出
色，共有兩層，全長約5英哩。這已是我第5次參觀，仍
看得十分起勁。外子不愛走路，但也只好捨命陪君子。
博物 館 中舉世聞名的 西 石 亭 教 堂 ， 過 去 幾 年 曾 由 日 本
人出資洗刷清潔，米開蘭基羅的名畫也從此恢復原先的
色澤。
1508年時，教皇朱利亞二世邀米氏為此教堂畫了9
幅聖經故事圖：包括亞當、夏娃的被造，神將光暗、水
及陸地分開、洪水滅地、挪亞的故事等。20年後，另一
位教皇又邀年紀已有70的米氏畫一幅全面牆的壁畫─
「最 後 的審判」。此 畫 完 成 後 ， 教 區 人 士 均 不 太 能 接
受，其中一位強烈批評米氏，認為他在其中畫了太多裸
體畫。米氏為了報復，拿起畫筆，將此君的臉畫在全畫
右下角在地獄中受苦的一隻驢子的耳朵上。此人大驚，
要求教皇禁止米氏，教皇倒很幽默，告之他只能為落在
煉獄中的人禱告，真正去了地獄中的人，他就無能為力
了！米氏也將自己的臉畫在畫的正中央，聖巴多羅買手

中所提的一片發皺的人皮上，算作他的簽名。
羅馬還有許多設計突出的廣場和噴泉，其中最出名
的一座噴泉叫崔微噴泉（Trevi Fountain），佔去廣場其中
一整面牆，所有的遊客來此都要丟下幾個銅板，希望討
個吉利，下次能再來羅馬一遊。
此噴泉約是300多年前由一位最能代表巴洛克風格的
建築及雕塑家貝爾尼尼（Bernini）設計的，其上希臘諸神
在水中漫舞，神采飛揚。另一座出名的噴泉也是他設計
的，座落在那維那廣場，稱作四河神之泉，此四河指多
瑙河、尼羅河、恆河和伯拉特河，意指地球的四角。貝
爾尼尼的設計充滿想像力。那維那廣場是夏天乘涼的最
好地方，此地的冰淇淋十分好吃。我們每次來此夜遊，
不待到地鐵快要停駛，總不捨得離去。
羅馬可玩的地方很多，此地還有舉世聞名的西班牙
石階、拿破崙妹妹所住的波給及別墅及公園等，都是情
人漫步的好去處。有錢又愛買名貴衣物的人，則有舉世
聞名的康都提大道可逛。
我感謝上帝給我們這份禮物，可在歐洲閒逛三個
月，雖然我沒有在任何噴泉丟下銅板，但仍願有一天，
有機會可以再度重遊羅馬，重訪這座以古跡、雨傘松、
土黃色建築物，和一群噪鬧市民所組成的城市。

位置有限，歡迎儘早報名！

BIB 115／哥林多前後書解經

教師：黃子嘉牧師
開課時間：2017年11月3-5日

以解經的方式，深入研讀一些經文來探討該書的背景、結構、神學思想、問題、答案與今日教會之關係等課題。特別具爭論性的，
例如教會中的分爭，懲誡，基督徒間的法律訴訟，在非基督教環境中的基督徒婚姻、聖餐、恩賜的運用和基督復活的意義等課題。

BIB 110／以賽亞書解經

教師：陸蘇河教授
開課時間：2017年11月11-12日

本課目的在輔助學員深入明白以賽亞書的信息、結構及應用，包括對舊約後期歷史和新約的影響，並對現今信徒和教會的意義。本
書是新約引用最多的兩本舊約書卷之一，常被稱為聖經神學的導論，內容論述到神的創造甚至新天新地，反映神的愛，尤其是歷代
有關彌賽亞的教訓。對信徒生活、社會觀、事奉模式，和普世宣教都有特殊應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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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更新傳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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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時間：2017年10月13-15日
h地點：Gull Lake Ministries
1988 Midlake Drive, Hickory Corners, MI 49060
特為姊妹預備的歸納法小組查經聚會 場地有限 請預留空間，盡早報名！
www.crmnj.org/misc/wbc_seminar.html；電話：732-828-4545; Fax: 732-745-2878

◆ 感謝神，在今秋更新德國宗改之
旅（9月9-21日）報名順利結束後，
緊接而來的就是7月21-23日更新學院
所開的新課：「宗教改革的歷史神
學」。希望此課幫助大家了解馬丁路
德及16世紀的歷史真相、神學思潮與
發展，信徒更深明白相關經文的意
義，並能以史為鑑，明白神國興替
之奧祕，而能善盡自己的文化使命，
為「中國崛起」提供神學動力。能參
加此課的學員們有福了！張牧師熟知
西方教會歷史，又是研究清教徒神學
思想的專家，感謝神賜我們這麼好的
學習機會。如果你失去參加7月課程
的機會，則請勿失去今年11月更新學
院兩位老牌講員，黃子嘉牧師與陸蘇
河教授動人的教導，請盡量設法把11
月3-5日及11-12日這兩個週末的時間
留出來，上「哥林多前後書解經」和
「以賽亞書解經」這兩門重要課程。

您若願意支持更新事工，無論網上奉
獻或透過自己銀行轉帳都很簡單。台
灣讀者請用郵政劃撥的方式（煩見首
頁版權資料）；為北美更新傳道會總
會的奉獻，可用以下幾種方式：
＊ 將支票直接寄往更新總會
＊ 透過更新網站使用信用卡奉獻（保證安全）
＊ 透過銀行電匯奉獻（方便海外讀者）
＊ 透過電子郵件奉獻（見www.crmnj.org首頁）
＊ 若捐贈股票、證券、人壽保險，則請電北
美總部732-828-4545，獲取有關資料。
◆ 透過同工的努力，更新已有好些電
子書開始發行，歡迎大家透過更新網
站www.crmnj.org/store.html上蘋果網站
購買。目前已經放上蘋果網站的更新
電子書有好幾類：教義類的有古德恩
的《系統神學》；漁夫查經系列已完
成的也不少；小說見證類的有：《咫
尺天堂》、《讓我們露營去》和《揚
起生命的帆》（免費下載）。（細節
煩見本刊第6頁廣告）

[更新姊妹讀經營]

[編輯部─新書出版／舊書翻新]

◆ 才一轉眼，更新讀經營已有14年
的歷史（2003至今），姊妹營由新澤
西州開始，隨著神所賜的機會，同樣
模式的營會於2010始推往荷蘭，後又
推展至密西根州（2011年）及台灣各
地。不僅如此，2011年開始試辦弟兄
讀經營，效果良好，可惜因為服事人
手不夠而停辦了一陣，願神繼續動
工，為更新興起更多的弟兄來推動這
類有意義的營會。更新讀經營與一般
營會不同，我們的特色是多年來藉預
查訓練出不少的小組長，代表不同的
教會，在營會中帶領參與者一同研讀
神的話。您若覺得聖經這本「天書」
常常令你「消化不良」，更新讀經營
就是為您預備的，歡迎預留時間參加
密西根的姊妹讀經營，一同來讀《何
西阿書》（10月13-15日），詳情煩
見本刊第6頁。

◆ 夏日炎炎，但編輯部事工依然十分
忙碌，目前剛
出版了4本輔
導關懷系列：
《原生家庭的
困 擾 》；《 我
們應該結婚
Lynchburg大會禮堂，聚會、買書同一處。
嗎？》；《捉
襟見肘怎麼辦？》和《誰
來洗碗？》。這些輔導系
列都是很好用的資料，在
教會中只要有心關懷，總
能遇到許多有難處的弟兄
姊妹，更新在此鼓勵大家
每本都多買一些，隨身攜 更新書房義工夫婦同心同行！ 在美東靈命進深會設立書攤
帶，這些也都是很好作福音預工的資 ◆ 更新北美半時間的美工李仲淳姊妹
在編輯部服事多年，目前因丈夫高涵
料。
◆ 令人難以置信，更新月刊的發行到 彥弟兄完成博士學位，即將搬去Iowa
明年即將有40年的歷史。目前為了方 City 任教。恭喜他們，也為他們一路
便讀者，製作部正在忙著將許多文章 行程代禱。感謝高科技的發展，日後
複製成文字檔，希望不久可以供大家 我們雙方的合作都將透過雲端進行，
更新終於趕上時代了吧！
從更新網站下載。
◆ 隨著魏愛梅姊妹加入更新宣道部之 ＊有些行程不便報導，敬請諒解，但仍需
後，總會決定全力推動遠東偏遠地區 大家代禱不懈！

[更新學院]

[更新簡捷奉獻方式]

◆ 感謝神的恩典，更新同工們都很努
力學習按照時代的改變，來配合讀者
的需要。為了方便讀者對更新在金錢
上奉獻，我們將更新網站略作修訂，

少數民族的初信栽培事工。感謝神透
過董事李力彌夫婦的介紹，最近找到
可作泰文與緬文版《豐盛生命》的資
深文字同工，請為此計劃代禱，願不
同文字的《豐盛生命》能為不同的族
群帶來生命的改變。若有可能也請大
家為此奉獻。
[同工消息]

◆ 周德威 目前正在維州夏市（Charlottesville）華人教會從事《豐盛生
命》的門徒訓練，9月11日結束後，
即將前往德國慕尼黑一帶繼續從事門
訓事工。請為他的身體及旅程禱告。
◆ 魏愛梅 剛從清邁回來，風塵僕
僕，又即刻動身前往創啟地區服事，
繼續在少數民族中開始門徒訓練，請
為她忙碌的行程代禱。目前因為事工
費用需要頗大，又無時間籌款，您若
有負擔請記念。
◆ 宣教夥伴 安平牧師 母親在韓國病
重，治療中，請代禱。
◆ 爾美姊妹 正在仰光學習緬語，同
時參與當地聾啞教會，協助事工，請
代禱並支持。
◆ 更新宣教義工，游鐵州與何蓓蓓夫
婦，除了協助北美總會關懷更新宣
教士外，也幫助更新前往各地的退
修會設立書攤，「享受」賣書樂。
夫妻同進出，其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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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中有很多的事情和活動在進行
著。有些家庭的孩子即將離巢，有些家
庭則趁此機會出國旅遊或參加許多精彩
的活動。記得有一年暑假我們全家去參
觀一個科學博物館，其中有一個展示讓
我再次感到人類瞥見了神創造宇宙萬物
的奇妙。
早在中世紀時，有一位義大利的數
學家費波納奇（Fibonacci）提出了一個
兔子後代總數的問題，因而得到一組數
列1, 1, 2, 3, 5, 8, 13, 21, 34, 55……被稱為
「費氏數列」。這個數列很特別，每
一個數字等於它前面兩個數字的總和；
而當數字愈大時，若將它除以前面的數
字，所得到的值就愈接近1.1618─
這就是很多人所稱的最完美的「黃金比
例」。此外，若將一個圓的圓周按黃金
比例來切割成兩段，短弧線所應對的圓
心角就會是137.5度─這就是所謂的
「黃金角度」。由此可見，從費氏數

列所帶出的應用，已遠遠超過兔子的範
疇，幾乎無處不見它的存在。
舉例來說，樹葉在莖上的排列是以
經過X個完整轉彎後長出Y片葉子來表達
（葉序為X/Y），而令人驚訝的是幾乎所
有植物葉序的X和Y值都是費氏數字，
如蘋果樹的葉序是2/5，而梨樹的葉序
是3/8。又如當我們觀察松果鱗片和向日
葵花盤上小花的排列時，就會看到它們
都有右旋（反時針）和左旋（順時針）
兩種螺旋線，而兩種螺旋線的線條數一
定是相連的兩個費氏數字：一般向日葵
右旋螺線有34條，左旋螺線有55條（愈
大的花有愈多的螺旋線）。如果我們把
玫瑰花的花瓣一片片順序剝下，就會發
現先後剝下的兩片花瓣在莖上之夾角為
137.5度，而這也是向日葵先後長出之兩
小花與花盤中心點之夾角的角度。
為什麼自然界會出現這類的規律
呢？雖然科學家們有一些解釋，例如為
了獲得最多的陽光，或為了排得最緊
密，但這些都不是最終的答案，因為我
們還可以繼續問：那為什麼蘋果樹的葉
序不是3/8，像梨樹那樣呢？或為什麼

向日葵的小花不能排鬆一點，或長成一
串串的呢？記得曾經有兒童節目「1000
個為什麼」解釋螃蟹為什麼橫著走路
時說，那是因為螃蟹腿部關節的連結方
式與其他動物不同；但我們也可以接著
問：為什麼牠的關節不能作360度的轉
動呢？那豈不是更先進嗎？
老實說，有關大自然現象的「為什
麼」，最終極的答案應是「因為神創造
它如此」；神才是第一因。難怪神用祂
的創造來回答約伯，才讓他心服口服。
有趣的是，神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來描述
鱷魚，其中還說到牠鱗甲的排列：「緊
緊合閉，封得嚴密……一一相連，甚至
氣不得透入其間……膠結不能分離。」
（伯41: 15-17）你看神是不是相當滿意
自己的設計呢？
但願人人都能明白，自然界的精
細、美麗和秩序，並不全是因為「適者
生存」，更重要的是因為「神的智慧和
設計」。你這個暑假要帶孩子做些什
麼活動呢？盼望你再帶他們吃喝快樂之
外，也能幫助他們打開心靈的眼睛，看
見神的創造奇妙可畏！（龐慧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