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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
既為學術界公認具有權威性

為何還需要更新？
英文「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是
全世界最暢銷的一本註釋本聖經，自
1985年出版至今，經過兩次增修(1995,
2002年)，銷售量已超過600萬冊，每天
都有無數的牧者、神學生及信徒在使用
它，其權威性為眾所公認。
更新傳道會將之精心繙譯製作，經
過 10年 的 努 力 ， 於 1996年 出 版 中 文 的
《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將中國教會
史上最重要、最通行的和合本聖經，與
西方當代福音派這本最有分量、最嚴謹
的研經心得結合起來。12年來，我們共
印了87,712本繁體版，及26,000本簡體版

的《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在這11萬
4千本聖經中，其中包括50,000本宣道版
研讀本，均已免費送入中國大陸，供應
國內華人信徒領袖的需要。這12年來無
數華人牧長與信徒都從《新國際版研讀
本聖經》中獲益，藉著它不可否認地，
的確從更深入地研讀聖經，陸續得著更
扎實的信心。
既然如此，為何還需要加以更新
呢？是其中的資料不夠完整嗎？
其 實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 近 20多 年
持續發現的不少考古資料、語言學資料
及聖經史料，使得這本註釋本聖經如今

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於是當初製作
及為英文「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提供
註釋稿件的福音派聖經學者們，再次聚
集合作，將全書作了大幅度的更新，於
2002年出版了英文「新國際版研讀本聖
經」的全面修訂本。
更新傳道會為了精益求精，也同步
跟進，以我們1996年初版的中文「新國
際版研讀本聖經」為基礎，根據最新版
的英文NIV Study Bible，經過五年半的時
間，全面修訂、更新原有的註釋，並定
名為「更新版研讀本聖經」，現今鄭重
推薦給華人教會。

如果您曾因「新國際版研讀本聖
經」受益，相信這本「更新版研讀本聖
經」更會令您愛不釋手。（以下分別簡
稱為《研讀本》及《更新版》）
《更新版》的特色是：

一、
《更新版》在經文方面的更新
繼 續 保 留 了 1996年 《 研 讀 本 》 的
特點，以華人讀者熟悉親切的和合本經
文為基礎，加上新標點、新分段及分
段標題、平行經文，詩體按希伯來風
格分行、分段，成為「更新版和合本
經文」。這部分最獨特的貢獻，是將
英文NIV聖經的原文譯註繙譯成中文包
括在內，提供讀者不同的原文繙譯及古
代經文抄本的重要資料。另外，也藉著
在註釋中加上編者註，說明和合本經文
與NIV經文不同之處。這次製作《更新
版》，在經文部分又作了全面的校對與
統一，並在經文段落中且同步列有難字
讀法。

二、
《更新版》在經文註釋上的更新
在原有超過230萬字，2萬條的經文
註釋上，增添了800條新註釋，使原本的
解經更豐富。除了新增加的註釋之外，
原有的註釋也經過仔細修訂，有些書卷
增修的幅度大，例如箴言、馬太福音等
等，有些比較少，然而全部註釋都仍然
保持當代最嚴謹的福音派聖經學者的觀
點，並且注意神學觀點在各書卷中的彼
此呼應，及以經解經原則的應用。

三、
《更新版》在引言上的更新
《研讀本》的引言已被公認是一
個內容精簡而深刻的寶庫，《更新版》
除了增添近代考古發現的新資料外，並
在許多書卷的引言裏，補充對於寫作背
景、神學主題、修辭與文體結構的介
紹。例如約伯記引言的「神學主題與信
息」，就是一篇精湛的論文。詩篇引言
中長達4頁的圖表，稱之為「詩篇饒富意
義的編排方式」，是從文體結構角度對
全部詩篇所作的分析，更是了解詩篇主
題不可或缺的資料。

四、《更新版》在圖表、地圖與專文
上的更新
這些詳盡精美的輔助資料是《研
讀本》的重要貢獻，《更新版》增加了
6個圖表、2幅地圖、2篇專文，使得全書
共 有 46個 圖 表 、 60幅 地 圖 、 7篇 專 文 ，
分布在相關經文附近。這些資料不僅供
輔助之用，更針對一些主題提供宏觀的
角度，例如，創世記的「列祖綜合年代
表」，新約一開始的「四福音合參」，
對研經者都是寶貴的資料；舊約裏「箴
言對智慧人的描述：大綱」更是幫助讀
者學習如何讀箴言的一個最好範例。

五、
《更新版》幫助讀者靈修與應用
《更新版》增加了三種特殊符號，
提醒讀者留意書中重要資料，包括：
約 900個 與 人 物 或 民 族 有 關 的 人 像 符 號
；約 4 0 0 個 與 考 古 資 料 有 關 的 鏟 子
符號
；約3000個與個人生活原則有關

的幼苗符號
。這三類資料，幫助讀者
在讀經時注意該聖經人物的特色，藉考
古資料更多了解聖經文化及史地，以
及注重如何將聖經原則在生活上應用
出來。

六、
《更新版》方便讀者查考與使用
第一，《更新版》不但保持了
1985年 初 版 英 文 「 新 國 際 版 研 讀 本 聖
經」得設計首獎的版面設計，將經文、
註釋、原文譯註、串珠等四部分資料同
步排列，方便使用，又參照2002年更新
的設計，使得版面更清晰美麗。第二，
除原先所提供的串珠系統、地圖索引等
便於讀者使用的工具之外，《更新版》
增加了一個讀者可按筆劃或漢語拼音來
搜尋的主題索引，使讀者更能充分利用
這本註釋本聖經中的寶庫。擁有這本
書，就等於擁有一個經過精選出來的豐
富圖書館資料。
在《研讀本》發行12年，超過11萬
本以後，更新傳道會再投入大量的精
力、時間、金錢與持續的禱告，來出版
此《更新版》，不是沒有原因的。我們
再次把它奉獻給這位天天施恩典托住我
們的神，求祂使用，鼓勵華人信徒能天
天研讀聖經，心意更新；並促進新一代
的華人教會操練釋經講道，講台歸回聖
經，好讓信徒更新，教會更新。願一切
的榮耀單單歸給神，Soli Deo Gloria！

您想知道如何用更方便的方法支持更新事工嗎？
當然，您仍可按普通方式，每月直接
1. 將支票寄往：
Christian Renewal Ministries, Inc.
200 N. Main St. Milltown, NJ 08850, USA.
Tel: (732) 828-4545
2. 然而您也可以使用更簡單、更節省郵資的
方式：
1). 透過銀行自動付款給更新傳道會（Auto
Pay）
2). 使用信用卡每月自動奉獻（Online Donation，更新設有絕對可靠的SECURITY！）
3). 電匯（Electronic Giving）

4). 捐
 贈股票、證券、人壽保險等，請轉入以
下帳戶：
★股票、證券
Fidelity Investments (800) 544-8666
Christian Renewal Ministries, Inc.
200 N. Main St. Milltown, NJ 08850, USA.
(732) 828-4545
股票行名稱：Fidelity Investments
帳戶號碼：139-251402 (DTC # 0226)
Tax ID no.：59-1724840
機構名稱：
Christian Renewal Ministries,
Inc.
200 N. Main St. Milltown, NJ
08850, USA.

★人壽保險
Planned giving opportunities:
a. A bequest in your will or living trust.
b. Gifts of retirement assets.
c. Life Insurance Gifts
Please contact your retirement plan’s
administrator asking for beneficiary form to
name CRM as a sole or partial beneficiary.
3. 歡
 迎您上更新網站 www.crmnj.org 查詢。
所有支持更新的奉獻，均可收到免稅收據。
謝謝您過去多年來對更新傳道會的支持，
願神也因此更多的恩待、祝福您，同時讓我們
為了神國事工，勇敢的繼續在2009年向前邁進！

針對二十一世紀的一本重要輔讀本聖經
—更新版研讀本聖經，且看華人教會領袖怎麼說：
（按姓氏筆劃排名）

要活出基督的樣式，當然需要準確明白聖經的話語。讀經的時候，使用一本涵蓋各種相關資料的研讀本聖經就顯
得不容或缺了。這本《更新版研讀本聖經》，一方面繼承了過去的優點，同時包含了大量權威學者所提供的相關資
料，讀經的人就能更加得心應手了。

李振群博士

新加坡神學院總教務長

在中文的研經資料中，2008年出版的「更新版」比1996年的「研讀本」更加精彩豐富。原本二萬條的經文註釋新
添了八百條，皆簡明清晰，信仰純正。又增加了六個圖表，二幅地圖，二篇專文，使得全書共有四十六個圖表，六
十幅地圖，七篇專文。另添列了難字讀音法，還在原本精湛的各卷引言中，加入了近代考古發現的新資料及當注重
之提示等，令人如入寶庫，琳瑯滿目，如擁奇珍，愛不釋手。

黃子嘉牧師

新澤西州若歌教會主任牧師

更新版研讀本聖經的可貴是：它為每一卷書提供導論性的基本資料，又將繁複的歷史地理整合得一目了然，使讀
者不致在歷史文化的走廊中迷失。它的經文以現代NIV通用版本為主，切合時代、易於了解，卻又致力考究原文，
使讀者從註釋部分仍可捕捉辭文豐富的意涵。而中文經文仍沿用中國教會史上最重要、也是最通行的和合本經文，
使以往常用和合本經文的讀者易於接受。
更新版研讀本有一個特色是在一般助讀本聖經中不易看到的，那就是它的原文譯註資料。編輯同工似乎花了不少的
工作，將新國際版的英文經文與和合本作了比較，同時將每種譯法的出處予以註明，諸如源自七十士譯本、希伯來
經文抄本、敘利亞通俗譯本，或是武加大譯本等，這是極其寶貴、也是讀者不易收集到的資料，更新版卻將之很有
系統的放在經文註釋和經文版面的右下方，並用中文數字標明出來。這實在是渴慕研經的信徒必備的版本。

梁潔瓊院長

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

聖經是教會最重要的資產，是我們信仰的根基所在。
過去華人教會因為早期人才不足，所以欠缺中文研經的材料，頂多只是幾本《海萊聖經百科全書》《聖經經文彙
編》《聖經人地名意義彙編》，就沒有什麼其它的書籍了。
感謝上帝最近因為許多優秀同工的努力，翻譯了許多好的聖經輔助研經的材料；不論是証主出版的《聖經百科全
書》《實用新約註釋》，校園出版的《新舊約聖經背景註釋》……還有許多的好書，幫助華人教會在研經中多了許
多的幫助。
每次讀經的時候，一定要回到歷史的源頭，回到聖經的本來面目，來了解聖經，讓聖經先說話，其次才是讓聖靈藉
著聖經對我們說話。
而這一份的了解，研經的輔助材料就變成非常重要的元素。
每次讀經的時候，利用《聖經百科全書》《聖經字典》去了解聖經，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今更新傳道會的同工，花了多年的努力，推出《更新版研讀本聖經》，又是另一個大恩典，對於華人教會而言，
真是一件喜事。我迫不及待的想要讀這本新的研讀本聖經。也迫切的鼓勵大家好好利用這本好書的材料，來幫助讀
聖經。

張茂松牧師

台灣新店行道會主任牧師

我認為，更新版的最大長處是經文註釋更詳盡了，不僅增添了八百條新註釋，而且對原有的註釋也進行了仔細增
修。比如，對一些難解的經文，原來的版本多是僅列出不同的解釋；更新版則增加了註釋者們自己的觀點。再有，
註釋中還頗有創意地標出了三種特殊圖像，提示讀者對人物介紹、考古資料和個人應用的注意。
人要明白《聖經》，要靠聖靈的光照、開啟；考古學、語言學和聖經史料，以及歷代聖徒在聖靈的光照下研讀《聖
經》的心得，對讀者明白《聖經》也是重要的。因此，一本有好註釋的《聖經》對信徒是必要的。更新版正是這樣
一本。我已決定把更新版作為我個人研讀《聖經》的主要版本。我也真誠地希望，每一位華人基督徒都能擁有更新
版《聖經》。

馮秉誠牧師

威州米城中華基督教會差傳牧師／著有《遊子吟》、《科學與信仰》、《聖經的權威》及《聖經的詮釋》等書。

如何藉《更新版研讀本聖經》欣賞詩篇之美
《更新版研讀本聖經》的詩篇註釋作者史特德
（John H. Stek），在引言中將他一生研究的精華，編
製了一幅頗不尋常的圖表，「詩篇饒富意義的編排方
式」（見附圖）。這是研讀詩篇的指南，將此表與經
文註釋合參，可使我們對詩篇的了解大為增加。
且以詩篇第一卷舉例來說，此卷詩是由六系列的
詩篇組成（1-2篇；3-14篇；15-24篇；25-33篇；3437篇及38-41篇），史特德將詩篇全書定名為「在神
治理下的基督徒敬虔生活指南」。下文將藉著「詩篇
饒富意義的編
排方式」之圖
表，及有關的
經文註釋，可
讓我們看出詩
篇之美。

在卷一的這個第二系
列 中 ， 共 有 十 二 篇 詩 （ 314篇），均是用六十四個希
伯來詩節寫成，其中包括兩
組禱文（3-7篇；9-13篇），
而每組後面都各加上一篇描
繪世人情境之特徵的詩篇作
為結語（8篇、14篇）。

的原編
美作為
里無雲
星辰，
榮耀，
冠以幾

箴言列出五種愚昧人，同時也列出一個智慧人應有的特色。
讓我們藉此週末同來學習如何避愚近智的原則，
並了解身為女人，我們應如何抵擋試探、學習溝通，並學會理財、處理怒氣和理家的藝術。
主題：如何作個有智慧的女人—箴言選讀
講員：梁潔瓊（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 院長）
● 時間：2009年4月24-26日 （禮拜五傍晚到禮拜天中午）
● 地點：
America’s Keswick Christian Conference & Retreat Center, Whiting, NJ
601 Rt. 530, Whiting, NJ 08759 (for map & directions 1-800-453-7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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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一組
禱 文 中 （ 37篇）的五篇
內容均是求
耶和華垂聽
詩人大衛內
心的嘆息，
因他落在惡
人的邪惡之
下。然而在
這組禱文結
束時，詩篇
編輯卻很微妙的加入一篇這位詩人對造物主的讚
為結語！他本著自己切身的經驗，也許在一個萬
雲的夜晚，當星光布滿穹蒼時，因仰首看見滿天
，似乎忘了生活的瑣事與苦難，想到神的偉大與
，以及神竟然紆尊降貴，眷顧微不足道的世人，並
幾乎像神一樣的榮耀，和主宰其他受造物的權柄。
第8篇置於五篇禱文之末，實為一
出人意外的對比。它凸顯了人的
特質：人的榮耀（因神的恩典而
來）與他的無恥（人自己
的作為）竟然並存！如果
我們效法大衛的榜樣，也
肯放眼觀看天上的飛鳥、
野地的花和夜晚的天空，
我們豈不是一樣可以學會
不要憂慮，和不忌恨與我
們作對之惡人的功課麼？

第二組禱文（9-13篇）的結語（14篇）對世人的描繪雖與8篇
有別，但卻有互補的功能，能幫助我們對人心的真相有進一步的
了解。在8篇中，詩人回顧世人高尚的品德，而14篇則凸顯了世人
的無恥。大衛應用「相對律」將這兩首詩作一對照，以此方式更
清晰的顯明惡人的卑鄙可恥。也是因此之故，《更新版研讀本聖
經》的詩篇註釋作者史特德，在「詩篇饒富意義的編排方式」之
圖表中，特意將8篇、14篇安置在兩組禱告詩之下，以黑體排出，
作為說明卷一的這個第二系列編排所含的意義。
在14篇中，大衛論到惡人在道德上的愚昧，他們過著目中無
神的生活，認為自己可以隨意吞噬那些落在他們手中的人。這首
詩對愚昧人高傲無神看法的描述，使它與10及12篇發生關聯：因
10篇論到欺壓者的高傲的行徑，公然抵擋神的態度，和貪得無饜
的欲望；12篇則是論到世人的不可信。
14篇又與11篇表達著同樣的信念。大衛曾清楚經歷過這些惡
行，但他也同時藉著這兩首詩篇，表達了一個重要的觀念：即使
當邪惡的敵人似乎佔上風時，我們仍應當依然深信耶和華坐鎮天
上的寶座，以公義治理全地。也是因為這個信念，他才能對神持
有永不動搖的信
心，深信惟有耶
和華才是他真正
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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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版研讀本聖經註釋作者介紹
更新版研讀本聖經的背後，有一群長年默默在聖經原文中下工夫之學者的投入，
這45位聖經學者蒙神恩召，成為英文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各書卷註釋的作者。
他們將自己多年來在某一書卷上所下之工夫寫成的筆記，提供出來，
作為這本研讀本聖經的原文譯註與各節經文註釋的內容。
以下是各書註釋的作者名單，
由於篇幅關係，我們僅簡單介紹幾位世界聞名，且為中文讀者所熟知的聖經學者，
若欲進一步認識其餘作者的學術背景，歡迎上有關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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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事工報導]
◆感謝主在 2008 年的保守及供應 ，
過去的一年是更新事工的「豐
年」，我們衷心的感謝眾教會和
各地弟兄姊妹的支持與代禱。對
許 多 人 來 說 ， 2009 年 是 世 人 預 期
中的「荒年」，但感謝主，我們
依 然 擁 有極大的盼望：「藉耶穌基
督……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彼前1:
3），「因信……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
榮耀。」（羅5: 2）
◆感謝主，《更新版研讀本聖經》
終於在 聖 誕 節 前 在 美 國 印 刷 出
版 ， 並 已 運 到 美國的更新總會。
這是更新傳道會繼《研讀本聖經》
在1996年（經十年製作完成）問世
後，另一項極大的文字工程。在編
輯部同工齊心努力之下，我們配合
英文的 NIV Study Bible, Fully Revised
的全面修訂版，將《研讀本聖經》
予以更新，這項費時五年半的製作
工程，終告完成。求神大大地使用
這本聖經，來裝備華人《研讀聖
經‧心意更新》，成為討神喜悅的
基督徒。
◆請為2009年四月恩福聖經學院協
辦，在香港恩福堂舉辦的一個五天
的培訓週代禱。這次的培訓是特為
教會領袖及傳道人預備的。北美
更新總幹事李定武牧師帶領「釋
經講道研習會」（4/27-28/09）；緊
接著兩天的是聞名的護教學者 Ravi
Zacharia 的 「 世 界 觀 講 座 」（ 4/2930/09）
。兩位特約講員也將分別於主
日4/26日在恩福堂講道，前者在普通
話崇拜，後者在英/粵語崇拜。為了
讓國內及其他地區的弟兄姊妹能參
加，全部免費（但講道研習會因有
人數限制，需事先報名）。（詳情請
看更新網站 www.crmnj.org 及恩福聖
經學院網站 www.yfbi.org ）
。

父親的去世對我們所有的親友來說，都
是沒有料到的事，雖然他已年高92歲。

次二年級，就糊里糊塗的被送去上四年級。

就是他愛主的心。他對主的愛是在行為上，

一學期下來，全班72個學生，我名列71!父

而不是在言語上。他對不信主的親人特別

最後一次看到他，是去年七月的事，雖

親看了成績單，倒是褒獎有加，說：「真能

好，常常為他們禱告。對我那個愛打麻將又

然當時覺得他的體力已不如從前，但精神不

幹，你比另一個學生成績還要好！」第二學

對教會不敢領教的妹夫，他總是充滿信心，

錯，依然每天熱衷地在院子裏玩泥巴，而這

期，我很努力地爬到三十幾名，父親更是高

深信有一天他會信。有一年，妹夫大壽，父

些被他精心修理看守多年的花圃，也知道不

興，不僅讚揚還帶我去路邊吃麵。我想今天

親竟然寫了一首打油詩，希望他能在每場麻

應讓這位老農夫失望，總是按時開著美麗的

我還不知道要為自己沒有一張好看的履歷

雀大戰中都出人頭地，但同時也不可忘記牌

花朵回報他。

表感到自卑，一定是父親當年成功的教育

桌上應有的禮貌！

他走的方式也與眾不同，12月13日的清

愛向親朋好友傳福音是父親留給我們

方式。

晨，早餐過後，他與往常一樣，去到書房，

父親為人總為他人著想，有一年，三

的榜樣，究竟他帶領多少人信主，我也不清

跪在床旁看聖經、禱告。等繼母上樓時，還

女兒和丈夫去勝地雅歌看外公外婆，大家同

楚，但他早年在金瓜石的好友信主的不下數

特地給他披件衣服，等再去看他時，只見他

去海邊烤肉。吃完烤肉後，父親興高采烈的

十人，而且還在那兒建立了一個教會。雖然

面帶微笑，抬頭望天，就這樣很平安的被主

過街買了一些零嘴，請大家吃炸薯片。女兒

如今金瓜石的人口越發稀少，但那個小教會

接去了。

抗議之餘，父親說：「夏樂蒂，你要讓他吃

卻依然存在無恙。而當年我們這群留著鼻涕

這好東西，我就是吃這種零嘴，才這麼長壽

一同長大、因他而信主的孩子中，竟然還有

的！」當時對他仍感陌生的孫女婿，當場就

幾個如今當了傳道呢！

他去世的方式就像他一生的為人一樣，
簡簡單單、不願意麻煩任何人。
我的父親是個與眾不同的人，在所有他
所認得的人中，我還沒有遇見一個人會說他
不是好人的。

父親愛主的心也常表現在對傳道人的關

認他為世上最好的親戚。
我的三個女兒常說，她們非常幸運，有

懷上，他從不批評傳道人，且常在言語上鼓

個能與她們用英文溝通的外公外婆，只要有

勵他們，也常默默的為他們禱告。當教會發

他的前半生十分坎坷，但我從來都沒有

機會去加州出差，總會彎過去看他，對這些

生紛爭時，他永遠站在傳道人那一邊。我常

聽他說過一句埋怨的話。他也從不批評人。

半中半西的孩子，她們能自動這麼做，的確

常想今天在美國，許多同工把牧師當雇工對

對他來說，他對人最嚴厲的評語就是，「他

不易，父親自有他的祕訣。

待，如果這些教會有我的父親作長老多好，

不是一個好人！」但可愛的是，在他眼中，
世上不是好人的人也不太多。

父親不但讚美人，也讚美物件。三年多
前，我的二姪女結婚，那年妹妹剛買了一個

但我知道他一定不肯，因他最不愛名位與
頭銜。

他是我見過最會稱讚人的人，他永遠有

GPS領路機。妹夫一路上都乖乖的聽機器中

這幾年，他常常問，我幾時可以搬到樓

辦法看出人的優點，包括從給他修車的工人

那個女人的話，左拐右拐，結果很順利去了

上去呢？能與主面對面相見，將會是多麼快

到給他開超速罰單的警察。

行婚禮的地點。父親對此物大為讚美，說：

樂的事！我想這些話神一定都聽見了，所以

「她是個我見過最好的一個backseat driver!」

12月13日那天，在禱告時，神對他說，你這

我也是他這個美德下的受惠者。我的童
年是在台北郊外的金瓜石鄉下度過的，那時

二十多年前，當我們走上全時間奉獻的

台灣政府剛由大陸撤退，金瓜石又是一個不

道路時，父親非常高興，經常感謝主說，想

能再鄉下的鄉下。年方五歲的我，因為山上

不到我們家也出了利未人！從此在金錢奉獻

感謝耶穌給了我們復活的盼望，想到有

的小學沒辦幼稚園，就叫我去上校中惟一一

和代禱上絕不後人，他的離世使我們失去一

一天，我和外子去見主時，能有父親站在一

班的最低年級－二年級。等過了兩年，搬

個好的服事夥伴。

旁迎接我們，天堂也突然變得更加令我渴慕

到台北時，年方七歲的我，死也不肯再上一

父親留給我們及他兒孫輩最大的禮物，

麼想與我相見，那就上來吧！我想這就是他
會帶著笑容離世的原因吧！

了。（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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