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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要我為你作什麼？」
瞎子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
，
我要能看見。」
──馬可福音10:51

自殺的風氣好似電腦病毒一般，傳
染到了威爾士一個古老煤礦小鎮的年輕
人中間。今年三月十日的新聞週刊（註
1） 以 「 為 何 我 的 山 谷 如 此 無 情 ？ 」 為
題，報導自去年一月五日十八歲的Dale
Crole在一個被棄的倉庫上吊之後，在這
有十三萬居民的橋底鎮（Bridgend），接
著發生了一連串相同方式的自殺事件。
當年二月中又有三位年輕人吊死，十三
個月內共有十七位年輕人自殺。引起了
警方的注意，發現死者們都與一個交誼
性的網站有關連。一個新的自殺會激發

起一群「回應」，在一個網站上留言，
好似某種「良心的協議書」。當二月十
九日的清晨，Jenna Parry 在鎮上一個年
輕人常聚集，叫「蛇坑」的小樹上吊死
後，就出現數打留言，其中有：「替我
在你那兒留個位子」，「現在你在一個
更好的地方了」，「我們快相會了」。
人們只能感嘆，為什麼這些愛卻無法挽
留這位少女的生命？— 為何還有其他
人似乎也失去活下去的意念！— 對這
群正在悲慘世界黑暗中摸索求出路的年
輕人，什麼是他們的希望？

一個人不能沒有希望，失去希望就
失掉了生活的動力。但，不是所有的希
望都能帶給我們長遠的滿足。有時當希
望成就之後，滿足感就會枯萎而消失。
因此許多人不斷地製造新希望，可是新
的希望卻往往帶來更多的失望！
朋友，有一種希望永不會消失，反
而隨時間的累積增加，這個希望會愈來
愈新鮮，也更加確實！那就是耶穌帶
來的希望— 耶穌一來，萬事都要改
變—惟有耶穌才是黑暗中的希望！
馬可福音十章中這位瞎子，他的

智慧就是將耶穌當作黑暗中的希望，以
致最終得到人生的希望，有了更新的生
命！這件事發生在主後30年的冬末春來
之交，當時，耶穌正從加利利的迦百農
帶著門徒往耶路撒冷去。路加在描寫
同 一事件時，提到，「耶穌被接上升的
日子將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路9：51）。這是耶穌在世最後的一段
旅程，祂要在耶路撒冷受難，被釘十字
架，成就救贖的工作時候到了。這位瞎
子的故事就發生在耶穌到了耶利哥，正
要出城上路去耶路撒冷的時刻。一件神
蹟故事就此發生，一個正在悲慘世界黑
暗中，摸索掙扎的一位討飯的瞎子，與

盼望！朋友，你知道自己是活在黑暗中
嗎？還是你已找到黑暗中的希望？

耶穌面對面的碰上了。失望的生命從此
得到改變，獲得了黑暗中的希望！這位
瞎子的遭遇是什麼？他過去又是活在一
個什麼樣的情況之下呢？

人，在城市人的眼光下，這是一群失去
價值的小人物，不會有人注意。難怪當
這瞎子呼叫耶穌時，就有「許多人責備
他」（可10：48）。

壹、這人的情況
這位瞎子，並不是一位特殊，但卻
是典型的人物，他代表你與我，社會上
一群沉默的大多數。用今日社會衡量人
的標準：被接納的程度（Acceptance），
有價值（Significance）與生活有保障
（Security）三方面來看，他只不過是在
社會上一位不出名，被認為無希望的小
人物！為什麼呢？
第一，他是個瞎子（可10：46）。
瞎子不被人接納，因為他是一個不完全
的人：終日生活在黑暗中，不能欣賞大
自然的美麗，也看不見親人朋友的面容
與他們的喜、怒、哀、樂神情。其次，
瞎子被社會隔絕，失去與環境互動的作
用及影響力。瞎子又不能自立，以維持
自己的生活。但當主耶穌論到瞎子，卻
常常指出更深的意義— 「瞎」也可用
來指屬靈的盲目，像法利賽人。主稱
他們是瞎子，因為他們自稱「我們能
看見」，卻又不知道自己的需要。他
們的行為正是他們瞎眼的證據。所以主
耶穌說：「我為審判到這世上來，叫不
能看見的，可以看見；能看見的，反瞎
了眼。」（約9：39）同樣地，今天世
界上大多數人的肉眼雖然看得見，但心
中屬靈的眼睛卻是盲目的。耶穌指出，
凡自滿自足而不求告神的人，正是屬靈
瞎眼的人，生活在黑暗中，失去生命的

第二，他是個討飯的人— 「有一
個討飯的瞎子」（可10：46）。耶利哥
在約但河西五哩，死海北七哩，高度在
海平線下800呎，是個有熱帶天氣的綠
洲。歷史上有三個耶利哥：第一個是舊
約時代的耶利哥城，第二個是新約的，
另一個是現代的，彼此都很接近。這是
全世界最老的城之一，居重要戰略位
置，座落在古代從東方到巴勒斯坦的商
業要道上。可以想像的，耶利哥這個當
年類似紐約的大城中，有許多討飯的

第三，他是個可憐的人。他向耶穌
兩次呼叫：「可憐我吧！」（可10：47,
48）。他既是瞎子，又是討飯的乞丐，
不可能有任何經濟上的基礎，因此他也
是一個生活上沒有保障的可憐人！
不論從兩千年前主耶穌的時代，或
者以二十一世紀今天的標準來衡量，這
位瞎子都是無助的，不可能得到人生的
希望。但主耶穌卻使得這位從人看來討
飯的瞎子巴底買，一位可憐的人，能夠
得到世上最寶貴的盼望— 擁有一個更
新的生命— 主耶穌所賜的生命！究竟
瞎子巴底買如何能有這樣的轉變呢？

貳、這人的轉變
像巴底買這種情況的人，怎能得到
黑暗中的希望呢？其實巴底買擁有幾方
面的特點，值得我們學習。
第一，他有盼望— 因他認出耶穌
是救主（可10：47, 48）
巴底買的盼望基於兩方面：
1. 他知道耶穌就是彌賽亞。他兩次
呼叫耶穌說：「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
憐我吧！」「大衛的子孫」是一個彌賽
亞的稱號（太22：41-45），因此巴底買
知道這位「拿撒勒的耶穌」能使「瞎子
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
子聽見，死人復活」（太11：5），祂不
只是先知，而是彌賽亞。這表示出巴底

買對耶穌的「認知」是一種以目標為主
的反應，造成他信心的一項主要因素
（notitia，註2）。
2. 他盼望也依賴耶穌的來臨。當路
加描寫這段故事時說到巴底買「聽見許
多人經過，就問是什麼事。」（路18：
36）這聲音一定是不尋常的喧鬧聲，對
這討飯的瞎子來說，因為早已聽聞耶穌
的名聲，他肯定這該是耶穌來了。可
見他的人生希望就是面對面見到彌賽
亞— 這是黑暗中惟一的希望！因此他
一面等人施捨，一面心中仰望神讓彌賽
亞會經過這裏。我想他之特別選這條要
道— 也就是一般認為是從「出」（太
20：29；可10：46）舊耶利哥城而走
「進」（路18：35）新耶利哥城的路上
（註3）—每天以依賴耶穌的心，全心
的等待祂的經過。這種信靠與「依賴」
的心態，就是信心不可或缺的因素中的
另一項（fiducia，註2）。
第二，他有迫切感— 他有要見到
耶穌的決心（可10：48）「有許多人責
備他，不許他作聲，他卻越發大聲喊著
說：『大衛的子孫哪，可憐我吧！』」
（可10：48）巴底買「越發大聲喊」表
明他那種出自信心的「迫切感」，使他
有這勇氣堅持要與主耶穌面對面相會。
事實上，這是主耶穌最後一次來到耶利
哥，如果巴底買沒有這「迫切感」，他
的希望就不可能實現！歷世歷代蒙神
揀選的人都有這種出自信心的「迫切
感」，缺乏的就得不到人生的希望！
好事常有攔阻。巴底買的喊叫激發
起「許多人責備他」。這顯然是撒但及
牠所使用的人所帶出的阻攔，牠不願看
到善事的成就，特別是罪人悔改，屬牠
的人歸向基督。因此基督徒要謹慎，有
時許多出自我們肉體的反應正迎合撒但
的心意！因此之故，如果這些責備巴底
買的「許多人」中包括了主耶穌的門
徒，我們也不必感到稀奇。
感謝主，巴底買的「迫切感」顯明
出一項事實：他「同意」（assensus，註
2）耶穌是真的，這不但包括主的教訓與
說話是真的，也包括祂的作為— 神蹟
與奇事。巴底買所盼望的對他都是真實
的，迫切感使他有勇氣表達— 「他卻
越發大聲喊著說：『大衛的子孫哪，可
憐我吧！』」

所謂「盼望」我們可用一條方程式
來表達：
信心：認知＋同意＋依賴
持久的盼望

}
     迫切感

信心的真實

第三，他有信心的回應— 願接受
耶穌為救主（可10：49-51）
馬可福音十章4 9 節是耶穌的呼召：
「耶穌就站住，說：『叫過他來。』」
在這樣擁擠的人群中，耶穌聽見了巴底
買的呼喊聲。這位面對十架前行的主，
從祂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停了下來，聖
經說：「耶穌就站住」；並且給出祂的
呼召— 「叫過他（巴底買）來。」這
位充滿憐憫恩典的彌賽亞，願意聽你我
的呼求，而且有能力幫助。第50節是巴
底買對主呼召的回應：「瞎子就丟下衣
服，跳起來，走到耶穌那裏。」他的回
應包括了三項行動：
1. 「丟」下衣服。古時大衣只有一
件，白天是巴底買的坐墊，晚上卻是他
睡覺的裹身毯。當耶穌呼召來臨時，他
知道他一切的希望即將成就，因為他將
得到「黑暗中的希望」，因此不需要再
抓緊住那件「安全地毯」了。有什麼是
你所緊抓不放的？是你的事業、金錢的
保障，私慾的放縱，或地位與權柄嗎？
學巴底買，「丟」下自己緊抓的，才能
得到基督所賜的！
2. 「跳」起來。這個動詞有兩項意
義：可以代表動作的緊迫性— 不容
等待的回應；或是一種出自喜樂的表
現— 憑信心仰望的終於得著了！你
我應當把握機會，現在就是你回應基
督 呼 召的時刻— 因為救恩是有「迫切
性」的！
3. 「走」到耶穌那裏。這是一項重
要的行動，表明出信心的實踐！沒有人
可以「代你」或「抱你」走到耶穌那
裏。這是每一個人表明「認祂」的一項
行動。主耶穌說：「凡在人面前認我
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凡
在人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
前也不認他。」（太10：32-33）
請注意當這瞎子走到耶穌面前
「認」祂時，耶穌向他說：「要我為你
作 什 麼 ？ 」 （ 可 10： 51） 。 這 是 主 給
人個別的、私下的呼召— 主要求每位

來到祂面前的人作私下的懺悔與真誠地
求告！你可能說，難道耶穌不知道瞎子
盼望祂為他作什麼嗎？神是全權，全知
的，祂豈不知道我的需求及祈禱嗎？但
這卻是主要我們「認祂」的方式，巴底
買作了正確的回應，他有信心真誠地求
告耶穌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
「夫子」），我要能看見。」（可10：
51下）
你我必須向主耶穌懺悔，說出自己
心中對祂真誠的請求！不要讓個人的驕
傲、害羞阻攔了你的回應。當瞎子如此
請求時，馬太這樣記載主的反應，「耶
穌就動了慈心」（太20：34），接著就
是祂施恩的行動了！

參、這人的更新
馬可福音十章52節：「耶穌說：『你
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這句話一
方面印證了巴底買的信心，同時也宣告
他得著人生的希望— 得著救恩了，巴
底買有了永遠的生命！
第一，這人立刻看見了（可10：52）
一個神蹟發生了，「瞎子立刻看見
了」（可10：52下），這神蹟帶來身體
與靈魂兩方面同時的更新。巴底買的眼
睛立刻從黑暗進入光明；同時他的靈魂
頓時被主的寶血潔淨，被主的生命充滿
了。巴底買的希望得到實現，生命得到
更新— 都是因著基督，惟有祂是人類
的盼望，黑暗中的光明！
第二，這人隨即跟隨主
馬可福音十章52節下：「就在路上
跟隨耶穌。」巴底買有了人生的新方
向— 跟隨耶穌。雖然跟隨主只有短短
的一週時間：從拿著棕櫚樹枝高聲讚美
主名，看見主光榮地進入耶路撒冷……
潔淨聖殿……在聖殿教訓人……見耶穌
被捕……受審……被判刑……遠遠地跟

著那背十架的耶穌走上各各他山前的這
一段「憂傷之旅」……又看到兵丁們將
他的主釘在十架上，高舉了起來……並
聽到掛在十架上的主所說的七言中的每
一句……，最後……說「成了！」
巴底買的後來如何，我們沒有資
料。但那並不重要，從馬可的這個故事
中，一件事實是我們肯定知道的— 我
們所認識的耶穌，雖有陰影重重籠罩著
祂，有受難的憂傷洶湧衝擊著祂的靈，
有十架的重擔壓在祂的肩上— 但當
祂 聽到人群中有一個討飯瞎子呼喊說：
「可憐我吧！」祂卻立刻停了下來，回
應了他的需要。因為主曾說：「因為人
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
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可10：45）
兩千年來，這個應許仍然存在。今
日，任何在心靈上、道德上、身體上有
需求的人，當耶穌與你擦身而過時，只
要你誠心願向這位「拿撒勒人」請求；
同樣地，祂就會「站住」。這位天天為
我們背負重擔的主，願意為了你我的呼
求而停下來，介入你我的生命中，賜給
我們黑暗中的希望！
為何不接受耶穌作你的救主，從祂
得到永遠的生命呢？（武）
註1：Newsweek, March 10, 2008, p.44。
註2：J. I. Packer（巴刻）著，張麟至譯《簡
明神學》更新傳道會，1999年，第
139頁。
註 3：
《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更新傳道
會，1996年，可10：46 註釋。

荷西的故事
楊腓力，保羅•班德／著

嬰孩到了十二個月大，對世界的領悟會有所轉變，從倚靠
觸覺轉為倚靠視覺。觸覺此時會訓練視覺，直到視覺細胞能獨
立認清東西的形狀、距離和軟硬度為止，除非是瞎子，這個轉
變過程是每個人都必經的。
瞎眼的人，除非能恢復視力，沒有這種轉變。但在二十世
紀初葉，由於白內障手術的發展，原本活在觸覺世界中天生的
盲人，變得突然能看見，但他們所見到的世界，卻往往與想像
中的大不相同。
他們大多數最終都能慢慢地學習到空間、距離和透視觀念
的意義，也學會適應這個五彩繽紛的世界，和欣賞過去未見過
的美景。但是每個人都必須經歷過一段困難期，從幾個月到幾
年不等。這些恢復視力的人覺得這個新世界與所熟知的完全不
同，但事實上，是他們的其他感官捉弄了他們，沒有提供他們
一個正確世界的概念。
有一個盲人的故事，能幫助我們了解當我們身上有一個器
官不健全時，它如何會影響到我們全身的運作。我相信這也是
為何保羅一直以人體為喻，強調基督徒之間應當努力彼此合
作，一同聽命於頭（基督）的指揮，以便發揮基督身體正常功
能的原因。
這個盲人故事的主角，我們姑且稱作荷西吧。
荷西是從波多黎各來卡維爾求醫的，麻瘋病帶給他極大傷
害。他的觸覺很不靈光，如果把眼睛蒙上，有人進到房間來握
著他的手，他也不會知道。他的觸覺痛覺細胞已失去功效，以
致全身都結滿了瘡疤，手掌上原該長手指的地方，現在僅剩幾
個肉樁子。
由於兩眼的細胞不能提醒荷西要眨眼，因此他的眼睛就逐
漸乾了。加上嚴重的白內障及青光眼，他很快就完全失明。我
太太瑪瑰（是眼科醫師）告訴荷西，手術可以幫他恢復一點視
力；但需等眼球虹膜消腫後才能開刀。但因為醫生在阻止麻瘋
擴散時，試用了一種新藥，而荷西卻起了過敏反應，以致失去
了聽覺，不久他與外界最後的聯繫也斷了。
這時的荷西非但看不見，也聽不到人說話。他不像海倫．
凱勒，麻瘋使他失去觸覺，連手語也不能用。當麻瘋進攻到鼻
黏膜時，他連嗅覺也失去了。除了味覺外，他所有從世界來的
「進路」都被堵死了，只剩下味覺。一週週過去，我們觀察荷
西的反應，看他如何接受這個現實：對這個世界，他失去了一
切有意義的接觸。
荷西的身體反應出內心世界：他四肢向身體軀幹收縮，像
個胎兒般地捲縮在床上。他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也不能分辨晝
夜。即或在講話，也不知是否有人聽到或者有人回答。他有時
會不顧一切地講話，但因為他聽不見聲音，只有大吼大叫，發

洩內心中那不可想像的孤寂。
在這樣充滿恐懼與懷疑的世界中，荷西的身體在床上越縮
越緊，他準備用出生時的姿勢來迎接死亡。經過他的房間，我
們總會在門口站一下，搖搖頭再走開。我們能做什麼呢？
瑪瑰忠實地去探望荷西。她受不了看著一個還算健康的人
自我毀滅，覺得一定要設法為他動個特別的手術，多少恢復一
點他的視力。她已經沒有耐心等待他眼睛消腫到可以開刀了。
瑪瑰還面臨著另一個難題，她必須拿到「家屬同意書」才
可以動手術。但誰來替荷西簽字呢？沒有人能穿破他與世界的
隔閡，許可我們為他開刀。後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找到
他不識字的姊姊。警察帶著同意書去看她，他姊姊只能在紙上
畫個X。開刀的日子定了，但大家對手術都不抱什麼希望。
荷西絲毫不懂為什麼會被搬上擔架，推到手術房去。整個
眼睛手術過程中，他靜靜躺著。經過兩小時手術，纏好繃帶，
他就被送回病房等候。
幾天之後，瑪瑰把繃帶取了下來，那光景是她永難忘懷
的。荷西也許感覺到有重大的事要發生，但他絕未料到實際發
生的事─有一隻眼居然能看見了！當眼睛對準焦距，並能逐
漸適應強光，看清周圍的臉孔時，那張僵硬凍結了幾個月的
臉，立時張開沒有牙齒的嘴，笑了開來。他與外界的接觸又恢
復了！
在長期的隔離中，荷西的腦子漫無目的地飄浮在腦殼中，
雖有完整的記憶、情感，也能指揮身體，但是因為所有的「進
路」都被堵死了，腦子就失去了一切的功用。
但當通信恢復時，光明就重現，這是一種勝利。當荷西的
感覺通道再度建立起來時，原本孤立無用的他，又能向外界表
現自己了。荷西要我們把他的輪椅推到房門口。白天他安靜的
坐在那裏，隔幾秒鐘就看看病房走廊的兩頭。只要見到有人走
過來，他臉上就會展開抑止不住的笑容來。
今天荷西與世界有了接觸，雖然根本聽不見聚會內容，但
他堅持每禮拜天要來醫院的小教堂。他殘缺的手指勉強可以握
住輪椅開關，他的視界有限，在走廊上常會撞到東西。可他仍
然風雨無阻，參加崇拜的人跟他打招呼時要蹲下去，面孔湊到
他面前再招手。荷西總是綻開笑容，有時還高聲大笑。雖然他
的視力不佳，聽覺、觸覺全無，但他仍能感受到教會中團契之
愛，這已很令他滿足了。
荷西的心靈不再孤單，而是與他身上其餘的細胞連結了。
現在他那有能力的腦子終於有了出口，可以與外界的我們接
觸，他也終於能表達封閉在他裏面的那個形像了。
本文改寫自更新傳道會所出《神的形像》第13章

尊嚴受壓者的每週處方
講章如何帶給靈魂價值
有次我去所牧養教會的一位姐妹家，當我跨進公寓時，她
的丈夫正躺在客廳中的小床上昏睡，整個人看來皮膚焦黃，十
分憔悴消瘦，似乎被威士忌酒掏空。我去時他正醒來，抽煙使
他說話的聲音嗡嗡作響，又驚人地刺耳。看到他眼光中流露出
怨恨的神清，我整個人的血液都冷了下來。
這個暴躁粗魯的男人，就是我們教會的姐妹每天要相
處服事的人。她曾告訴我們許多有關他的故事，使人寒心
不已。
他們靠救濟金度日，整棟房子顯得極度貧寒。一個廢棄的
輪胎躺在院子裏，廚房地板傾斜不平，斑駁的牆壁需要油漆，
客廳中包著椅臂的布料已磨損，幾張椅子因缺腳而彎曲，椅墊
失去支撐力量，滿地到處都是捕鼠器，幾個不到40瓦的燈泡發
出微弱的光線。
但是每個禮拜中，這位姐妹的生命裏會發生一件事，使她
被提升到更高、更光明的境界，就是她會來到教會，聽一篇講
台信息。這信息就是給在憂傷痛苦中，尊嚴受壓者的靈魂每週
的一劑處方藥，拯救、提升她破碎的心靈。我經常看到她在回
家前，握住我的手時，眼睛閃著淚光。
不論在哪個崗位，生活在這個墮落的世界上，我們經常走
在批評與蔑視交織之下。來我們教會聚會的人們，每天被世俗
的虛偽價值觀所轟炸，藉著人的輕視辱罵，撒但的控訴攻擊，
要降低神創造的價值。他們的心思受到媒體上粗躁形像的扭
曲，因著去除了創造的基礎，又充滿褻瀆的攻擊，因為陷在罪
中，神的形像在他們身上被破壞了。他們在扭曲的自我形像中
受苦，遠離了神的真理。

Craig Brian Larson／著 允智／譯
這樣的一個禮拜下來，人來到教會時，還能肯定自我的價
值，實在不容易(許多人的臉孔，可以證實這點。)
可是當他們聽到了有恩膏的講道，沈淪向下拉扯的重力扭
轉了，人們聽到天上聲音的呼召與提升。講道彰顯出神的性
情，把意義與尊榮注入每個生命之中。講道告訴我們在神眼光
中，我們按神的形像被造，神對我們的愛無法說盡，有一天我
們將要得著神的榮耀。講道也指責隱藏的罪，宣告如何得到救
贖。講道鼓勵道德行為，使人類被高舉。講道認定聖經對人說
話，人們可以由生命之書思考分辨生命之道。講道向意志呼
籲，要人們為自己在永恆中的選擇負起責任。講道傳講以馬內
利基督的同在，永恆聖潔的身體，第二位亞當將來要使信徒與
祂一樣地復活。講道是人所可能接受，提升靈魂尊嚴的，最高
品質的處方藥劑。
聽一篇好的講道，好比來到變像山。在此之前，耶穌的外
表、穿著與打扮，與普通人無異。但到了變像山，祂的外表改變，
彰顯出祂完全的神性。神的榮耀發出，祂的臉面好像太陽發
光，衣服潔白如天堂。帷幕升起，顯出永恆的真相。
在聽道之中，我們好像也能改變形像，由神來的尊嚴真實
地散發出來，對任何的男女而言，人間再沒有更高層次，來自
更大能力的價值了。
對這個受壓困窘的女人，我所能給她的最貴重的禮物，就
是把我最好的與神所賜下最好的，在講道中帶給她。這是在憂
傷痛苦中，尊嚴受壓者的每週處方！
（本文譯自The Art & Craft of Biblical Preaching, Chapter 3, Zondervan, 2005 。）

主題：《使徒行傳》中聖靈的作為
講員：莊劉真光師母
● 時間：2008年4月25-27日 （禮拜五傍晚到禮拜天中午）
● 地點：America’s Keswick Christian Conference & Retreat Center, Whiting, NJ
● 費用：每人 $140。
● 優待：鼓勵集體報名，每六人中就可有一人免費。
● 名額：因場地有限，報名請早。
●
●

請洽更新傳道會 Christian Renewal Ministries 200 North Main St. Milltown, N.J. 08850
電郵：info@crmnj.org；電話：732-828-4545；傳真：732-745-2878

恩典之旅
─我參與了更新在
荷蘭華人基督教會的服事
◆新澤西州主恩堂

感謝神，在今年2月21日到3月3日，我有機會參與了更新
傳道會，在荷蘭華人基督教會舉辦門徒與傳福音訓練課程，以
及首次的讀經營的服事。
這次的讀經營歷時三天。研讀經文的內容是登山寶訓（馬
太福音5至7章）─研討基督徒的生活指標。強調教會與個人
靈命的成長是建立在聖經的基礎上。基督徒惟有倚靠神和聖靈
的能力，才能在道德生活、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將耶穌的教
訓活出來。
感謝神的恩典，荷蘭華人基督教會牧師及同工們對這次的
訓練會十分投入，蔡佳德牧師從各堂會中，各選出數位有心接
受裝備的弟兄姊妹，作為這次的小組長。並將報名的四十多位
學員分成7組，每堂在李定武牧師分享後，按更新傳道會的查
經材料，在當地教會的小組長帶領下分組查經。
我們事先將查經材料寄給小組長，請他們自己預查，而材
料的安排是根據歸納法查經方式設計的，可分成三類：
1. 觀察：經文的內容是什麼？
* 觀察經文中相同或相對字句之列出、比較。
* 此段經文之關鍵點或高潮。
2. 解釋：經文的意義是什麼？
* 經文疑難之處，針對一個疑問的解釋。
* 基本段落的分配。
3. 應用：經文如何應用在我個人身上？
* 討論問題及信息要點。
參與的小組長各自運用恩賜，或循循善誘、或緊迫盯人、
或計時發言控制時間。每位小組長均能以活潑、生動、引發性
的帶領每堂的研討。
這次實際的參與，讓我親身體會到神大能的手，如何歷年
來帶領更新傳道會門徒栽培與姐妹讀經營所作的工作，如今更

組員分享查經心得。

李維敏著

看它這些辛苦的訓練、栽培，開始在各地萌芽。有什麼比讀
經、研經、背經、門徒訓練及教導並鼓勵信徒行道，更能改變一
個人的內在生命，並帶來教會的更新呢？願神祝福、並保守與
成就在各地的弟兄姐妹、在神話語上扎根而結出聖靈的果子。
與更新同工們同行荷蘭，參與這次的讀經營與門訓營還有
意想不到的好處─ 我深深享受到荷蘭華人基督教會的蔡牧
師、師母、陳紹光師母及所有同工們的熱情款待。我與他們是
第一次相見，但在那十二天中，大家同出同進，同工同遊，親
如一家人。同時還遍嚐各家的名菜，尤其小若姊妹獨枝一秀的
中餐館，菜的色香味俱全之特色，令我們全桌人看與吃時，都
歎為觀止。
我們此行不但有許多服事的機會，也有機會參觀荷蘭特有
的風車景色，同時還蒙特有愛心的陳紹光師母、潘國傑弟兄，
帶我們瀏覽海牙的小人國，及更新所出版的《密室》作者彭柯
麗在哈林市的故居。當我們到達那裏時，對當年在二次大戰中
用來藏猶太人的「密室」，我們也去「藏」了一下，尤其是當
我們看見中文第一版的《密室》放在展覽櫃中陳列時，心中不
但為彭柯麗的見證感謝，也同時為更新同工們多年來在背後默
默的文字事工獻上感謝。
此次參與更新的荷蘭短宣之行，使我嚐到許多的「第一
次」經驗：如第一次上講台講道；第一次吃荷蘭出名的生魚；
第一次有師母帶我們去看她當年與她的牧師丈夫相戀的中學，
及定情的教堂；第一次看到小人國的精心設計等等。但我最感
謝的是，天父的恩典與慈愛遍及全地，這才使我們原來並無關
係的中國人能親如一家人，一同在神的話語上熱心追求長進，
並一同期待主的再來。希望這不是我最後第一次的荷蘭之行，
我切望好好裝備自己，來日還有機會重返荷蘭，與當地的弟兄
姊妹在神的話語與門徒訓練上，一同切磋，一同追求。

查經有時，吃飯與玩樂也有時。

聽完李牧師的大堂分享登山寶訓，查起經來不亦樂

[傳道事工]
◆春天到了，更新北美總部的傳道同工
們每週忙碌地出外傳道。請在禱告中記
念李定武牧師四月的遠東之行，呂允智
牧師在本地的教導與講道，求主賜給他
們健康的身體，活潑的靈命來服事。願
他們的服事，能給眾教會及眾信徒們屬
靈的供應，刺激會眾在靈命上的追求。
同時求主使更新傳道會的各項事工，成
為眾教會的幫助。而眾教會在宣教上的
支持，以及書籍刊物上的推廣，也成為
更新的幫助。
[門徒訓練及栽培事工]
◆近日有許多地區的教會，包括新澤西

[更新學院事工]
◆ 感 謝 主 ， 更 新 學 院 將 在 今 年 五 月24日 ， 於 美 東 南 喬 治 亞 州 亞 特 蘭 大 華 人
基督教會主堂，開「耶利米書解經」課
程，由陸蘇河教授主講。歡迎有志研讀
聖經，願意進深神學課程學習者，踴
躍報名參加。報名註冊電話：732-8467906。
[文字事工]
◆請繼續為我們的編輯製作同工與譯者
代禱，以及正編輯中與正在翻譯中的書
籍禱告，包括：舊約權威華爾基博士（Dr.
Bruce K. Waltke）所寫的《創世記註釋》
（Genesis, a commentary，梁永勝譯），

[同工腳蹤]
北美同工
◇李定武牧師
四月
4-6日 新加坡之行
7-8日 香港之行
11-13日 北卡洲迦密華人浸信會培靈會
18-20日 德州恩友堂培靈訓練會
25-27日 堪薩斯州堪城華人基督教會培靈會
五月
2-4日 俄亥俄州克利夫蘭中國教會培靈會
11日 新澤西州華人福音會
18日 新澤西州主恩堂
23-26日 2008 Lynchburg Conference

州的若歌教會、澤曦教會與主恩堂等都
紛紛計畫以「更新」的《豐盛生命》，
來推動教會的造就與門徒訓練的事工。
歐洲荷蘭華人基督教會在三月到六月
間，也有許多弟兄姊妹以一對一的方式
在推動。感謝主，求神賜福給這些為主
「流淚撒種」的門徒訓練者，能夠在恩
典中「歡呼收割」。
◆更新門訓同工周德威弟兄過去幾個月
也 用《 豐 盛 生 命 》帶 領 當 地 的 信 徒，其
中北卡州的 Chapel Hill 查經班已於3月
完 成；本月要在Greenville團契開始；洛
麗華人教會也有幾個小組持續進行中。
周弟兄下半年將在德國許多地點，繼續
進行《豐盛生命》與《聖徒裝備》的事
奉，請為他的行程、事工與妻子的身體
健康代禱。
◆ 今年的「姊妹讀經營」即將由四月
25日週五晚七時開始，到27日週日午
餐後結束。聚會地點依然在新澤西南部
America’s Keswick舉行。目的是為各地教
會培養「查經小組長」的種子，好促使
信徒更新，教會更新的目標。這次主題
是「使徒行傳中聖靈的作為」，講員為
來自波士頓的莊劉真光師母，請踴躍報
名參加。

Wayne Grudem的《系統神學》
，以及《以基
督為中心的釋經講道》
（Bryan Chapell 著，
賀宗寧譯）、《歸主為聖─利未記釋經
導讀》
（Holiness to the Lord, Alan Ross著，
汪其瑩譯）、《講道者工作坊》（Art &
Craft of Biblical Preaching，林成蔭／呂允
智合譯）和《靈命神學》（Spiritual Theology，王建國譯）；以及由龐慧修姊妹
編輯的《簡明靈修》（張麟至著），這
些書都是龐大而仔細的的屬靈工程。感
謝主，賜給我們一群優秀的編輯、譯者
與製作團隊，願這些書成為華人教會信
徒靈程上、讀經與解經上的祝福。
◆請為在創啟地區進行的文字宣教事工
代禱，盼望有數本書的出版計畫能順利
進行。
◆請為《豐盛生命》泰文版與荷蘭文版
編輯製作與翻譯代禱，讓這個好的門徒
訓練材料，能在更多地方，成為更多人
的幫助。
[同工消息]
◆感謝主，新加坡更新傳道會總幹事余
達富牧師在四月五日下午四時半，於新
加坡淡申律浸信教會進行按牧典禮。更
新全體同工們衷心地求神賜福並大大地
使用他。

◇呂允智牧師
四月
6日 新澤西州中宣會迦恩堂
13日 新澤西州美德教會
19-20日 德州奧斯汀華人教會
五月
4日 紐約大使命聖經教會
11日 新澤西州中宣會迦恩堂
24-26日 紐約愛鄰團契福音營
新加坡同工
◇余達富牧師
四月
6日 聖經教會
12日 加東福音堂
19日 長老會榮耀堂樂齡聚會
20日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26日 淡申律浸信教會樂齡聚會
27日 迦南堂，宏茂橋畢士大福音堂
五月
11日 宣道福音堂，伯大尼播道會
17日 聖公會善牧堂樂齡聚會
18日 基督教錫安堂，宏茂橋福音堂，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25日 親鄰基督教會，加東福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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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日

2008年5月2, 3, 4日

A. 耶利米書解經 (05/02-04/2008) BIB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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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介紹/

地點

亞特蘭大市

教師

陸蘇河教授

陸蘇河教授

美國南卡州哥倫比亞神學研究院舊約教授威斯康辛大學希伯
來語文系博士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舊約編輯。陸教授係福音
派神學學會會員，並擔任該學會期刊舊約文稿審核委員。

在健康順境中的人，往往很難
體會疾病困苦中的人們，那種心力交

基就不能。基督徒的信心內涵，乃是

的生命力，不會變成僵化嚴苛的律法

我們人生與信仰的根基。

主義。

我們信心的內涵一定必須包括哪

瘁、走投無路的感覺。
最近因為岳父生病住院，我妻子

些呢？

然而，我們要怎樣強化我們信心
的基礎呢？我們應當：

在台灣的醫院中陪伴時，見到許多在

首先，我們相信獨一真神、創造

因著我們相信有神，要能在每

各樣病痛中的人們，不單他們的遭遇

主宰的存在。所以我們應該在凡事上

件事上看到神的作為，走在神的道路

苦難會打動我們的心，他們在困苦中

見到神。好事臨到，是神的恩典，我

上，竭盡所能來榮耀祂。

的反應，也常常帶給我們震撼。

們不該驕傲，而要向神獻上感恩。

因著相信神啟示並說話，我們

岳父病床隔壁，是一位五十歲

其次，我們相信神樂意向人啟示

要學習時常與神親近，在禱告中尋

左右，在電梯公司工作的先生，幾個

祂自己，讓人認識祂。父神固然

求明白神的旨意，也學習更加順服

月前，他不小心走入一個沒有電梯的

「超乎眾人之上」，但也「貫乎眾人

神的帶領。

電梯天井之中，從三層樓摔下來，生

之中，住在眾人之內」(弗4：6)。神

因著相信神藉著聖經說話，我

命搶救了回來，但從頸子以下全身癱

的奧秘，固然令人敬畏；但神的啟示

們要肯全面並深入地查考神的話。

瘓。除了醫護人員的照顧外，他的妻

與同在，更令人感動。所以基督徒生

了解聖經能使我們真認識神，建立

子每天抱上抱下，體貼伺候，從無怨

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明白神的旨

正確的信仰，也從神的觀點來面對

言。又花許多時間和保險公司、社會

意，認識這位真神。

自己的人生。

福利單位打交道。而他除了看書，這

第三，我們相信神藉著聖經向人

因著相信神藉著耶穌基督說話，

段時間每天生活的目標，就是訓練能

說話。所有真教會的信仰是建立在

我們需要學習認識祂，接受並回應祂

使用湯匙、能自己吃飯。他的遭遇，

歷史的事實上，凡是不信聖經，會

的愛，一生緊緊地跟隨祂，傳揚祂的

令人十分同情；而面對苦難時的態

被歸入異端的行列；違背聖經的教

福音。

度，又令人十分佩服。

訓的，就是錯誤犯罪。因著接受聖

有了堅固的根基，就可以建造高

耶穌沒有應許信祂的人，不會遭

經的無誤與權威，我們的信仰有清

樓。讓我們不僅從保羅「行出來由不

遇苦難。但祂應許我們，無論在什麼

楚共同的客觀標準，不會變成神秘

得我」「我真是苦啊」的呼喊中，聽

環境中，祂必定要與我們同在。

或狂熱的宗教。

到了自己失敗與軟弱的共鳴；也可與

人能夠靠什麼力量，才能面對生

最後，我們相信神藉著耶穌來向

他同唱「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

命中的苦難呢？正如風吹雨打撞擊房

世人說話。耶穌是我們信心的對象，

基督……」的凱歌，與保羅一同經歷

子的力量，最後要傳到房子的根基，

是基督徒最高的標準。因著接受耶穌

神的恩典與得勝。（允智）

由基礎來承擔化解一切的衝擊力道。

基督的愛，肯順從祂的大使命與相愛

磐石的根基可以存留的住，沙土的根

的新命令，基督徒的信仰才有著火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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