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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嘗（原文作『受』）了那醋，就說︰
『成了！』」
參考經文：馬太福音27:

（約翰福音19: 30上）

50；馬可福音15: 37, 39；路加福音23: 46

張麟至牧師（北美更新傳道會董事）∕著

最短的話語
「成了」是十架七言的第六言，
也是最短的一句話。克魯馬赫（F. W.
Krummacher）說：
「這話是自有世界以來所說過最
偉大、最重要的話。」
我們再回憶一下主在十字架上
的事蹟：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
了，因為公義的神在祂兒子的身上嚴
厲地審判世人的罪，到了一個地步，
祂甚至棄絕了祂的兒子。因此，在申
初時，主在十架上呼喊著說：「我的

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這是
第四言（太27: 45-46；可15: 33-34）。
但哀慟歸哀慟，主仍是順服父神以至
於死。那三小時的黑暗象徵著神永遠
的審判，主代替罪人接受地獄般的審
判。那是第二次的死，即神人永遠的
分離。主的呼號正說出了祂在十架上
最大的痛苦─子與父分離的痛苦，
這也是馬丁路德所說的「神被神所棄
絕」的奧祕。因為主是永遠之子，只
消三小時就經歷了永遠的痛苦，主透
徹地經歷了第二次的死。約翰福音19:
28說：「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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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有的事）已經成了，為要使經
上的話應驗，就說︰『我渴了。』」
耶穌此時正是那一隻逾越節的羔羊，
祂已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贖。耶穌知
道救贖已經完成了，在祂說出「我渴
了」，喝了那苦杯，準備順服至死以
後，祂就宣告救贖的大工「成了！」
賴爾（J. C. Ryle, 1816-1900）說，這
話「深不可測」。

太不可思議
主說「成了」的時候，在人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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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一事無成。主耶穌大約是在祂三
十歲的時候出來事奉神，服事了約有
三年半。祂行了許多的神蹟奇事，吸
引了許多百姓的注意，他們在想，祂
是否就是那位要來的彌賽亞？但是人
不明白神的心意，當主耶穌愈是向他
們啟示神救贖的旨意時，跟隨祂的人
就愈少！
主最後一次進耶路撒冷城時，
還有不少人呼喊著說：「和散那歸於
大衛的子孫（「和散那」原有求救
的意思，在此乃稱頌的話）！」（太
21: 9）可是過不了幾天，主卻被祂自
己的門徒猶大出賣了。當祂被官府捉
拿時，門徒們都逃跑了，連大使徒彼
得也三次否認祂。當彼拉多審判主
時，猶太人群眾漏夜在審判廳外喊著
說：「釘他十字架！釘他十字架！」
（路23: 21）路加福音23: 23還告訴我
們：「他們大聲催逼彼拉多，求他把
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他們的聲音就得
了勝。」當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之
時，只剩下幾位愛主的姊妹和約翰，
跟著祂到了十字架之下；然而他們此
時還不明白復活的盼望呢。這種光
景和祂行五餅二魚神蹟之時的空前盛
況，不可同日而語。就當主耶穌快要
斷氣之前，祂居然說出「成了！」這
實在是匪夷所思。
耶穌說的這個「成」字究竟有
什麼深刻的含義呢？主說出這一個字
時，祂是用怎樣的腔調說出來的呢？
是臨終時的那種呢喃之語，還是大聲
的宣告呢？在馬太福音27: 50，馬可
福音15: 37, 39，和路加福音23: 46的
三處的平行經文對照之下，我們看到
第六言和第七言是連續的，因此我們
有太充分的理由說，這兩言都是主臨
終時的「大聲喊叫」。
因此，從對觀福音我們看到主說
出這兩言的方式，並且看到約翰福音
19: 30告訴我們的是第六言的內容，
而路加福音23: 46是第七言的內容。
如此說來，第六言乃是大聲喊叫，是
「凱旋的表達」，宣告耶穌使命之
「凱旋的開始」。

有三個「成了」
耶穌是「成了」什麼呢？為什麼
主會說「成了」呢？創世記2: 1-2告
訴了我們第一個「成了」：創造天地
的工作成了；當神造好了天地，祂就
安息了。但是神的工作在此並沒有全
部完成，因為神在創世記1: 26-28透露
的永遠的旨意，還沒有達成。為達成
這個目的，神有三大工作：創造、救
贖，與審判。荷蘭改革宗神學家舒希
達（Klaas Schilder）認為聖經一共有
三個「成了」，記 載 在 創 世 記 2: 1，
約翰福音19: 30，和啟示錄16: 17。他
說這三個「成了」清楚地把人類歷史
的開始、中間和結束之時標明出來；
而這三個「成了」正好和神的三大工
作呼應：
創造的完成：「這樣，天地萬物
都創造好了。在第七天，上帝因完成
了他創造的工作就歇了工。他賜福給
第七天，聖化那一天為特別的日子；
因為他在那一天完成了創造，歇工休
息。」（創2: 1-3，現代中文譯本）
救贖的完成：「耶穌嘗（原文作
『受』）了那醋，就說︰『成了！』
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約
19: 30）
審判的完成：「第七位天使把碗
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
上出來，說：『成了！』」（啟16:
17）耶穌在此所說的「成了」，說明
祂所要完成的救贖成了！這一個時刻
實在是人類歷史最關鍵的時刻。

救贖的成全
所以，是什麼事情成了呢？乃是
神的救贖成了。
解決罪惡：何謂救贖成了？一
言以蔽之，就是神在人身上的形像恢
復了。什麼叫信耶穌？信耶穌是為著
作人的；信耶穌就是要作一個合神心
意的人，作一個神的形像在自己身上
恢復的人。為要達成這個目的，神
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徹底地解決了人

類罪惡的問題。約翰一書3: 8下說：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
的作為。」魔鬼的作為就是罪，主耶
穌來就是為了除去罪。馬可福音10:
45也說：「人子來……是要服事人，
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祂是
「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負」）
世人罪孽的！」
（約1: 29）神在耶穌的
身上定罪了罪、審判了罪（羅8: 3）。
福音書與約翰作品之權威學者雷蒙．
伯朗（Raymond E. Brown）如此地註
解「成了」：
「當耶穌飲下了綁在牛膝草上海
絨裏的醋酒時，就象徵著祂正在扮演
的角色，就是在祂的職事之初時所預
言的、聖經裏那個逾越節的羔羊；所
以，祂已經完成了道成肉身時所委身
要做的事。」
不僅如此，祂還把祂的公義白白
地賜給我們這些信靠祂的人，使我們
在基督裏成為神的義（林後5: 21）。
打破死權：罪惡與死亡是相連著
的，因為犯罪的後果就是死亡（羅6:
23上）。罪惡解決了，死亡的權勢也
就打破了。耶穌既然在十字架上消除
了罪惡的權勢，也就同時拔去了死亡
的毒鉤（林前15: 55）。啟示錄1: 18
下給我們看見一個畫面：「拿著死亡
和陰間的鑰匙」的，乃是主耶穌基
督。
救贖不但是為著個人，更是為
著一個團體的、奧祕的新人。新約用
許多譬喻來形容：以基督為元首的新
人（或說基督的身體，弗1: 23）、基
督的新婦（弗5: 32；啟21: 9）、聖殿
（林前3: 16；弗2: 21-22）、新耶路撒
冷城（啟21: 10）等 。 雖 然 主 被 釘 死
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什麼也看不見，
但是這一個新人、新婦已經隱藏在祂
的傷痕裏了。
審判撒但：耶穌要解決罪，就
得要斧底抽薪地解決撒但。祂在十架
上審判了撒但。自從亞當墮落以來，
神就在伊甸園預言，將來有一天女人
的後裔要傷撒但的頭（創3: 15下）。
這件事在主被釘十字架時完全地應驗

了。希伯來書2: 14-15說：「兒女既
同有血肉之體，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
肉之體，特要藉著死敗壞那掌死權的
─就是魔鬼─並要釋放那些一生
因怕死而為奴僕的人。」
撒但、亞當和夏娃是怎樣墮落
的，耶穌也是怎樣擊敗撒但的：乃是
藉著祂對神的絕對順服！耶穌「存心
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
以，神將他升為至高。」（腓2: 8-9）
希伯來書5: 8-9也肯定這個主得勝的
祕訣：「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
的苦難學了順從。他既得以完全，就
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得救的根
源。」基督的十字架是人類順服神的
極致。
歌羅西書2: 15告訴我們，主在十
字架上還擄掠了一切執政的、掌權
的，亦即所有靈界的惡勢力：祂既然
將一切執政的和掌權的廢功了，並靠
著十字架誇勝了，就「在凱旋的行列
中將他們公開地示眾」。
「成了！」這一聲凱歌，是每一
個進入屬靈爭戰的人都要聆聽的，耶
穌在十字架上已徹底擊潰了鬼魔的權
勢。約翰．本仁（John Bunyan）曾有
過這樣的經歷：
「（當他來到美宮時）終於看
見路上有兩隻獅子……（獅子是給鎖
住了的，但他看不見鐵鏈。）接著他
怕起來，也想……退回去，因為……
前面是……死路一條。但是名叫『儆
醒』的看門人在門房裏瞧見基督徒停
下來，好像要回頭走的樣子，就喊他
說：『你的膽量這麼小嗎？別害怕獅
子，因為牠們是給鎖住了的，故意放
在那兒來考驗有信心的人……只要走
在路當中，就不會受到傷害。』……
他繼續往前走，因為害怕獅子渾身直
發抖，可是由於他注意看門人給他的
指示，只聽見獅子吼叫，並沒有受到
牠們的傷害。於是他拍手大樂，一直
走到宮門。」
成了！主已經將仇敵廢功、示眾
了，已經誇勝了，我們不用害怕了，
儘管向前走天路！

審判世俗：因為世界的王受了
審判，因此連帶地這敗壞的世界也受
了審判。保羅得救時就有這種深切的
感受和認識：「因這十字架，就我而
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
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加
6: 14）今天我們所看見的世界不過是
鏡中之花、水中之月。

禧年的號聲
「成了」是禧年的號聲。主不是
奄奄一息地說成了，乃是在十字架上
傳捷報。祂為此而生、為此而死，也
為此而活。「成了」是勝利的呼喊。
如果用詩篇22篇的話來看，我們在對
觀福音裏看到耶穌的受苦之預言多次
被引用，然而在約翰福音裏，「『成
了』總結了整篇詩篇的意義，因為在
該詩篇結尾處（詩22: 27），我們聽見
地極的人都要轉向主。」這正是約翰
福音12: 32的話：「我若從地上被舉
起來，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舊約
有太多的預言、預表與應許都是講到
基督的救贖；我們不說那些遠的，只
說近的：主到世上來的時候，就對父
神說，祂要以身體為祭物獻給神（來
10: 5-7）。主耶穌出生滿月時，被帶
到聖殿獻給神，那時老西面曾指著祂
說預言：馬利亞的心將來要因這孩子
而「被刀刺透」（路2: 35）。主耶穌
受完洗以後，祂的開路先鋒怎樣介紹
祂呢？他說：「看哪！神的羔羊。」
（約1: 29, 35）
在主公開的服事中，祂一直很清
楚神要祂做什麼，所以祂四次啟示祂
的門徒，祂將要上十字架。馬太福音
27: 51-53記載主說完「成了」而死的
時候，發生了三件事─殿幔裂開、
大地震動、聖徒復活─見證救贖的
完成！
十字架是神兒子一生的中心，
也是宇宙的中心。新約書信只有一個
議題：闡釋十字架的意義。當我們讀
啟示錄時，「羔羊」一詞是全書的中
心。基督的十架更新了舊的創造，開

創了新的宇宙！

得勝的凱歌
「成了」是勝利的宣告，不是臨
終的哀哼；不是地上工作的結束，而
是天上工作的開始。神的羔羊完成了
救贖，為我們重新開啟了通往生命樹
的道路。伊甸園的無窮悲劇從此結束
了，新天新地的圓滿喜劇從今上演。
全本聖經的福音就濃縮在這短短一個
字（Tєτέλєσται）的裏面。在十字架
之下﹐我們耳聽神的羔羊呼喊出得勝
的凱歌：「成了！」你的回應是什麼
呢？
信靠救主：首先聽見「成了」的
人之中，有一位是行刑羅馬軍隊的百
夫長，他的反應是敬畏神，承認耶穌
真是神的兒子（太27: 54；可15: 39）、
義人（路23: 47）。面對「成了」的
宣告，我們的回應是信靠主，承認這
是主救贖我們惟一的路、恩惠的路、
最符合人性的路。
沒有耶穌，我們的一生是「完
了」；有了祂，我們的一生是「成
了」。你願像百夫長一樣地歸向救主
嗎？
不但如此，這樣的信心是帶著
確據的。保羅信主後，他勇敢大膽地
面對四個挑戰：「誰能敵擋我們……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誰能定罪
他們……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
絕……」而他的答案正是耶穌在十字
架上所宣告的「成了」！因為「基督
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
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因
此他可以指著主誇口說：「然而靠著
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
勝有餘了。」（羅8: 31-39）
引以為榮：一位美國新澤西州古
橋鎮高中的歷史老師，在珍珠港事變
一甲子（1941-2001）紀念時，請了
一位78歲的老兵來給學生們作見證。
這位老兵揭開該事變在他身上所留下
的傷疤給學生看，你覺得他會以此傷
疤為恥嗎？不，他絲毫不以為恥。

「冠祂萬王之王」（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這首詩歌的
前兩節是這樣歌頌主的十字架：
1

2

冠祂萬王之王 寶座上的羔羊
天上聖頌壓倒群響 獨自高昂飄揚
我魂醒呀歌唱 讚祂死味代嘗
讚祂是你無比君王 直到永世無疆
冠祂慈愛君王 看祂雙手肋旁
渾身創痕仍然明見 卻是無比榮光
天使雖侍天上 不能凝視觀望
在祂榮耀奧祕之前 惟有眼目低藏

「成了」是禧年的捷報，你引
以為榮嗎？
傳揚救主：此外，我們傳揚主
是因為祂是人類困境惟一的解藥。
在一個婚禮上，我碰到一位弟兄，
他很快地就叫他的寶貝女兒過來打
招呼，她今年九年級了。我立即想
起16年前，我們怎樣在禱告會中為
這個胎兒禱告。當時醫生警告父母
說，這個小孩有可能是癡呆兒，因
為有些產前檢查的數據叫人懷疑。
但只是可疑而已。醫生為了怕母親
生下癡呆兒，所以建議打掉胎兒。
我們一同禱告，那位父親愈禱告心
中愈是不安，最後他決定堅守十誡
中第六誡的「不可殺人」，不管醫
生的警告，繼續讓妻子懷孕下去。
感謝神，最終生下一個健康漂亮的
女嬰！
大眾媒體已經變成了傳播罪惡
的媒介，他們的聲音已經蓋過了許
多人良心的聲音。可是我們不要忘
掉，耶穌在十字架上說「成了」的
時候，是用大聲呼喊的。今日我們
也要針對人的良心疾聲厲呼十誡和
福音。領人得救是拯救任何國家、
社會和文化最根本的方法。但願主
在十架上「成了」的聲音，傳到地
極和人心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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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與喜樂
慕安德烈 著∕龐慧修 譯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我……以軟弱、凌辱……為可喜樂的，
因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
（林後12: 9下-10）

哥林多後書12章說到，因為保羅所得的啟示甚大，
就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以免他過於自高。起初保羅希
望主拿掉這剌，並為此求主三次，然而主的回答是：這
試煉是一個祝福，因為在它所帶來的軟弱和凌辱中，更
能彰顯出基督的恩典和能力來。有了主的回答，保羅立
即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使得他與這個試煉的關係不再一
─他不再只是忍受它，而是更喜歡誇它；不再是求
樣─他不再只是忍受它，而是更喜歡誇它；不再是求
主拿掉這剌，而是以它為可喜樂的。他體會到，軟弱及
凌辱乃是蒙福、得能力及喜樂之處。

追求謙卑的過程
每一位基督徒在追求謙卑的過程中，都會經歷到以
下兩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裏，他害怕和逃避所有讓他降卑的
事，他也努力地尋找解脫的辦法。這時的他還沒有學會
付上一切代價去追求謙卑。雖然他已經接受了主要我們
謙卑的命令，而且也想要遵行這命令，卻發現自己是完
全失敗了。他為自己要謙卑而禱告，有時也禱告得很迫
切，但在他心中可能更多是暗暗地禱告（即使沒有說出
口），想要免除一切能讓他謙卑的事。這時的他還不是
那麼渴慕謙卑，沒有把謙卑視為神羔羊的榮美和天上的
喜樂，因此還不想變賣所有去得著它。
在他對謙卑的追求和禱告中，還是感到謙卑是一個

重擔和捆綁，「謙卑自己」還不是他生命本質的自發表
現，因此也不是真正的謙卑。謙卑也還沒有成為他惟一
的喜樂，他還說不出這樣的話：「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
弱，也以任何能使我謙卑的事為可喜樂的。」
然而我們是否有指望能達到說得出這樣話的階段
呢？當然！但要如何才能達到呢？我們從保羅的身上看
到，帶領保羅達到第二階段的，乃是從主耶穌而來的新
啟示─惟有神的同在才能顯露和驅逐我們的自我。
主耶穌讓保羅更清晰地看見了一個深邃的真理，那
就是祂的同在會使我們放棄所有想要在自己裏面尋求任
何生命品質的願望，也會使我們以軟弱、凌辱為可喜樂
的，因為每一次的凌辱都能預備我們看見祂更豐滿的彰
顯。當我們如此地經歷到耶穌的同在和能力時，那些凌
辱也就會引領我們去選擇謙卑，視謙卑為我們所得到的
最大祝福。讓我們都來學習保羅所學到的功課。
我們在教會裏可能會看到一些「走在前面」的信
徒、傑出的教師，和有屬天經歷的弟兄姊妹，但他們還
沒有學好完全謙卑或誇口軟弱的功課。起初保羅也是這

樣，自高的危險離他非常近，但他還不完全明白什麼是
「我……算不了什麼」（林後12: 11下）；什麼是向著自
己死，惟有基督在自己裏面活；什麼是以一切能讓自己
降卑的事為可喜樂的。似乎這些就是他必須學會的最大
的功課─完全效法主的倒空自己，在軟弱中誇口，好
讓神成為他的一切。

最大的功課─謙卑
一個信徒必須學習的最大功課，就是謙卑；每一
個想要在聖潔上追求長進的基督徒，都要記住這一點！
雖然你可能有奉獻的心志、火熱的追求，也有屬天的經
歷， 但 若沒有經歷過主 特 別 的 對 付 來 防 範 ， 你 在 所 有
這些事上仍會不自覺地自高。讓我們都來學習這個功課
─最高的聖潔就是最深的謙卑；也讓我們也都記住，
謙卑不是無中生有的，它乃是信實的主和祂忠心的僕人
所特別處理和訂做出來的。
讓我們在這個經驗的亮光中來檢視自己的生活，看
看我們是否是能夠在軟弱中誇口，並視它為可喜樂的；
就像保羅那樣，不論是在傷害、急難或困苦中，他都以
為是可喜樂的。讓我們問問自己：是否已經學會了把別
人的譴責（不論是否公平）、朋友或敵人的責備、其他
人帶給自己的傷害、麻煩和困難，當作是一個終極讓我
們反省的機會：耶穌究竟是不是我的一切？我自己的快
樂和尊榮是不是真的算不了什麼？我真的以凌辱為可喜
樂的嗎？我們若能夠脫離自我，就是不論別人說我們什
麼，或對我們做什麼，我們都能被「耶穌是一切」的思
想所吞沒，那實在是屬天最大的祝福、最深的喜樂。
讓我們都來信靠，掌管保羅的那一位也必掌管我
們。保羅需要神的特別訓練和相關的特別教導，才能學
到這個比他在樂園裏聽到隱密言語更寶貴的功課，那就
是如何在軟弱和低下中誇口。如今的我們也需要學習這
個功課，而且非常地需要！
眷顧保羅的那一位也必眷顧我們。耶穌教導保羅的
學校，也是祂教導我們的學校。祂以一種忌邪的、愛的
關懷，看顧著我們，以免我們自高。而當我們自高時，
他就會向我們揭露其邪惡，並救我們脫離它。祂會藉著
試煉、軟弱和困苦，使我們降卑，直到我們學會了「祂
的恩典是一切」，才能視那些將我們帶到低處、使我們
降卑的事為可喜樂的。
祂的能力在我們的軟弱上顯為完全，而祂的同在
能 填 滿 和滿足我們內在 的 空 虛 ─ 這 就 是 永 不 落 敗 之
謙卑的祕訣。當我們全面地來看神在我們身上所做的，
以 及 神 藉 著我們所做 的 ， 我 們 就 能 像 保 羅 那 樣地 說 ：
「我……算不了什麼」。他所受到的凌辱，使得他有了
真正的謙卑，而這謙卑使得他能夠在所有讓他低下的景

況中都歡喜地誇口。
保羅說：「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
力覆庇我。我……以軟弱、凌辱……為可喜樂的……」
這一位謙卑的人學會了長久喜樂的祕訣：當他愈覺得
軟弱、愈落入低下的景況、愈遭遇大凌辱時，他就愈
經歷到基督的能力與同在是他的分；然後，當他說：
「我……算不了什麼」的時候，主的話語：「我的恩典
夠你用」就讓他經歷到更深的喜樂。
謙卑的功課之所以重要，是基於兩個原因：第一，
驕傲的危險比我們所想的更大和更近；第二，神為我們
謙卑所賜的恩典，也比我們所想的更大和更近。

驕傲的危險
驕傲的危險比我們所想的更大和更近，尤其是當我
們正處在經歷上的高峰時。例如一個傳講屬靈真理的牧
師，有著一群仰慕他、專注聽他話語的會眾；或一個有
恩賜的講員，在台上闡述著過屬天生活的祕訣；或一個
基督徒，向人見證著一件蒙福的經歷；或一個佈道家，
在轟動中前進，向著歡樂的群眾給予祝福。此時的他們
都不知道，自己正暴露在那隱藏而不自覺的危險中。
保羅也曾陷入這種危險而不自知，但聖經記載了耶
穌對他的帶領，而那也成為對我們的警惕，讓我們知道
自己所面臨的危險和惟一得安全的途徑。如果有人傳講
聖潔，但他的自我還是那麼大，或是他不操練自己所傳
講的，或是他所得到的祝福沒有讓他更謙卑或更柔和，
那麼他就不應該再傳講這些話了。

謙卑的恩典
我們所信靠的耶穌，能夠使我們謙卑。是的，神為
我們謙卑所賜的恩典，也比我們所想的更大和更近。耶
穌的謙卑是我們的拯救，耶穌自己就是我們的謙卑，而
我們的謙卑是祂的關注和祂的工作。祂的恩典足夠讓我
們抵擋驕傲的試探，而祂的能力要在我們的軟弱上顯得
完全。讓我們都選擇成為軟弱、低下、算不了什麼，讓
謙卑成為我們的喜樂，讓我們在軟弱和所有讓我們降卑
的事中誇口，以它們為可喜樂的，那麼基督的能力就將
要覆庇我們。
基督自己卑微，所以神將祂升為至高；基督也將
讓我們卑微，好使我們保持謙卑。讓我們都從心中發出
贊同之聲，以信靠和歡喜的態度接受所有讓我們降卑的
事，那麼基督的能力就將要覆庇我們，而我們也將會發
現，最深的謙卑乃是得到最真實之喜樂的祕訣，而這喜
樂是不能被任何人或事所奪去的。
（節譯自Andrew Murray, Humility, The Beauty of Holiness.）

h講員：黃鄧敏師母及更新團隊
h時間：2018年5月4-6日
（禮拜五傍晚到禮拜天中午）

h地點：America's Keswick Christian Conference
& Retreat Center. 601 Rt. 530, Whiting, NJ 08759

h費用：每人 $150.00
h優待：鼓勵集體報名，每六人就可享一人免費。
h名額：空間有限，報名請早！

www.crmnj.org/misc/wbc_semina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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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更新」在台灣辦公室的同
工已經告訴過我們，初印好的兩本新書
《春雷》與《母親情結》在台灣國際書
展中獲得大家的好評，不過當我們在新
澤西州收到這兩本新書時，心中仍然是
雀躍不已。
《春雷》是張麟至牧師所傳講的
十架七言釋經講道集，也是「更新」為
紀念主耶穌受難而特製的獻禮。根據張
牧師的分析，這七句話的性質分別是代
禱、應許、託付、哀求、哀求、宣告、
信靠；我們若從這個角度來讀、來默
想，就抓住了每一言的精髓。這期月刊
節錄了第六言「成了！」，它不但讓我
們知道主耶穌究竟完成了什麼，也讓
我們彷彿聽到了禧年的號聲、得勝的凱
歌，真是令人振奮！
《母親情結》則是幫助信徒靈命
成長的書，讓我們能「放下各樣的重
擔……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母
親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的撫養

仍影響著今日的我們。作者亨利•克勞
德和約翰•湯森德指出六種有缺失的母
親類型：疏離型、易碎型、控制型、獎
盃型、老闆型、信用卡型，說明每一類
型母親所造成的問題，以及子女可走的
成長之路。心理諮詢師廖愛華姊妹在序
言裏說得好：使人重建的上帝能將先前
如同「荒廢之地」的母親情結，修造培
植成如同「伊甸園」般美好的母子關係
或母女關係。歡迎你藉著閱讀與操練本
書的內容，加入這個重建之旅！
除了出版新書之外，我們也在緊
鑼密鼓地籌備第12屆新澤西州的姊妹讀
經營。我個人每次參加這個跨教會的營
會，都深深地體會到基督身體的廣大，
以及地區性聖徒相通的美好；而姊妹們
在一起查經、分享和吃喝，又有另一番
獨特的快樂。
今年我們將查考何西阿書（此名
是「救恩」之意）。何西阿書是聖經小
先知書中的第一本卷書，內容幾乎可以
搬上大銀幕─神命令先知何西阿去愛
一個淫亂的女人！但這個故事要表達的
卻是另一個愛的故事：雖然我們對神不
忠，不肯承認神又拜偶像，讓神心碎，

但只要我們肯回轉，祂依然守約施慈
愛，絕不放棄我們。
如果妳從來沒有讀過何西阿書，
請把握機會來參加這次的讀經營。我們
不但將聽到黃鄧敏師母的講解，還將藉
著「三問法」的小組查經來認識人的景
況（如書中的隱喻：淫亂的女人、倔強
的母牛、傷病之人、沒有翻過的餅、詭
詐的商人、被狂風吹去糠粃等）、神的
屬性和作為（如丈夫、良醫、慈父；撕
裂、醫治、擁抱、牽引等），以及神對
人的旨意（歸回、認識等）；並且學習
把所學到的聖經真理應用在我們的時代
和生活中。
「更新」一直以來的使命都是要
藉著各樣的事工幫助「信徒更新，教會
更新」，但願我們所做的能鼓勵神子民
更多認識神、更專一愛神、更緊緊追隨
神；不作無知的人在神以外尋求拯救，
也不將神當得的榮耀歸與人或偶像。相
信神就必照著祂自己的應許，教導我們
走當行的道路，用膀臂抱我們，用慈繩
愛索牽引我們，像春雨般地臨到我們，
滋潤我們乾渴的心靈。（龐慧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