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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武 著

若要在世間介紹自己或某位重要人
物，可以用各種令人歎為觀止的方法，
但所介紹的很可能不過是個假象，與真
人有很大的差異。四福音所介紹的耶穌
卻不然，基督教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真！
我們的神是真的，因此耶穌在世時最痛
恨的就是「假冒為善」的人，因為祂的
特質是「真」。但我們如何看出祂的真

的神蹟（第二及第三），來看耶穌如何
彰顯祂自己是誰？

約翰福音4章的第二個神蹟，涉及一
位病重快要死的小孩。約翰給出耶穌能
力彰顯的暗示：用一個出現三次的短句

他顯然已失去盼望與信心，而像許多和
他落在同樣遭遇的人一樣，心靈裏充滿
著憤怒的埋怨（註1）。由第5章的記載，
我們可以如此歸納這人當時的光景：
第一，這人一點都不知道耶穌是誰？
（約5: 13）
第二，這人並沒有要求被醫治（約5: 6）
第三，
這人看起來顯然沒有信心（約5: 7）

本質來呢？約翰在寫福音時，用了個很
特別的方法— 藉耶穌所行的神蹟來介
紹他所愛的主。
耶穌在世時行過許多神蹟，但約翰
並沒有全都記下來，也沒有隨意挑選。
他知道耶穌並不是個隨意行神蹟的主，
因此約翰只記載了七個視為「兆頭」，
用來表彰人子耶穌真正的身分、地位與
事奉。
這 七 個 神 蹟 是 ： ( 1) 變 水 為 酒 （ 約
2: 1-11）；(2)醫治大臣的兒子（約4: 4653）；(3)醫治畢士大池邊三十八年的病
人（約5: 1-9）；(4)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
人（約6: 1-14）；(5)在水面行走（約6: 15
-21）；(6)使瞎子看見（約9: 1-41）；(7)叫
拉撒路復活（約11: 1-44）。
首先，讓我們選擇兩個同一類醫治

「兒子活了」（約4: 50，51，53），來顯
示耶穌能賜人生命。大臣的兒子之所以
得醫治，不是因著人的信— 那時耶穌
正在一個不信的環境中（約4: 48）—但
耶穌的話超越時空，完成了醫治之工，
使大臣孩子的生命得到拯救。
這個神蹟就是一個兆頭，指出耶穌
是基督—祂的話有賜人生命的能力！
第 三 個 神 蹟 記 在 約 翰 福 音 5章 ， 是
讓在畢士大池旁三十八年的癱瘓病人得
醫治。基本上這神蹟與前者具有同樣意
義，然而醫治的本身卻很不同。兩者至
少有兩方面的差異：首先，故事中的這
個病人已經癱瘓了三十八年，我們可以
假設他年紀已大，大半生都在病中渡
過，是一位活著等死的老人。其次，從
這病人回應耶穌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出

但耶穌在當時許多等待被醫治的人
群當中，單單選上了他，這實在希奇！
耶穌不但憐憫他，同時採取行動，對他
說話。耶穌只用了一個字：「起來！」
（egeirei!）「那人立刻痊癒，就拿起褥子
來走了。」（約5: 9）可見主耶穌的話語
本身就有醫治的大能。
耶 穌 在 約 翰 福 音 5章 所 行 的 這 第 三
個神蹟，帶來猶太人許多的攻擊。因為
「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猶太人（繼
續）逼迫耶穌，因為祂（繼續）在安息
日作了這事。」（約5: 10，16）。但緊接
而來耶穌回應猶太人控訴的這段話（約5:
16-30）極為寶貴。約翰藉此說明這兩件
同類得醫治的神蹟連結起來，成為「兆
頭」：指出耶穌的話能使人得醫治，身
體得潔淨，生命得恢復。這些都指向基

壹、耶穌那賜人
生命的話語
—能使人得醫治

督的生命與事奉— 要作更大的事—
被差入世界作宇宙的潔淨者。
耶穌賜人生命的話語，不但能使人
得醫治，而且能使人得生命。
貳、耶穌那賜人
生命的話語
—能使人得生命
耶穌第三次使死人復活的神蹟（約11:
38-44），這是耶穌在復活前所行的最後
一個神蹟。這故事不僅有驚人的內容，
所記載的時間也顯出它的重要意義。從
猶太人的角度來看，這項復活是不可
能的。耶穌遇到一個死了已經四天的
人— 從任何情況來考慮— 都沒有復
活的可能（約11: 39下），但這神蹟是個
兆頭，為要指出，神藉耶穌滿足了人在
極端不可能的需求！惟有基督可以使人
類突破死亡的困境。
耶穌曾藉著說話，使三個死人復
活 。 一 次 記 在 馬 可 福 音 5章 41節 ， 耶 穌
用一句話：「對他（睡著的女兒）說：
『閨女，我吩咐你起來！』」，她就起
來 了 ； 另 一 次 記 在 路 加 福 音 7章 14節 ：
「耶穌（對寡婦死了的獨子）說：『少
年人，我吩咐你起來！』」，少年人
就 坐 起 來 了 ； 而 約 翰 福 音 11章 43節 記
載了第三次：「（耶穌）就大聲叫說：
『拉撒路出來！』」拉撒路就從墳墓中
出來了。這三次耶穌使人復活的神蹟都
有一個共同點，都是藉著說一個字，就
叫已死的人復活了，前二次耶穌用「起
來」，最後一次在使拉撒路復活時，是
用「出來」一詞，顯出祂口中的話帶有
賜人生命的能力！
在第一個使睚魯女兒復活的神蹟
中，耶穌不但顯出祂有醫治的能力，同
時還顯出祂憐憫的屬性，祂不但帶給人
醫治，也關心人肉體的需要：祂「吩咐
給他東西吃」（可5: 43）。這神蹟指出耶
穌是世人的安慰者。
耶穌第二個使死人復活的神蹟，是
為一個寡婦行的，祂使拿因城一位寡婦
的獨子得回生命（路7: 11-17）。這寡婦沒
人注意，沒有地位，沒人幫助，沒有依
靠，沒有盼望，不知道如何面對明天，
耶穌卻憐憫她，使她的兒子重得生命，
將他交還給她，成為一個寡母的安慰！
當路加記這件事時指出，基督的這個神
蹟不但討神喜悅，給父神帶來「榮耀」
（路7: 16上），同時基督的憐憫也啟示出

「神眷顧了他的百姓」（路7: 16下）—
一個新舊約聖經都強調的主題（創21: 1；
50: 24-25；得1: 6；詩8: 4；耶15: 15；29:
10；路1: 25，68；7: 16）。神不致斷絕的
憐憫(哀3: 22)乃是人的安慰！
耶穌賜人生命的話語不僅能使人得
醫治，能賜人生命，最重要的是，祂那
賜人生命的話語能使人得永生。
參、耶穌那賜人
生命的話語
—能使人得永生
耶 穌 與 馬 大 開 始 的 談 話（約11: 2124）
，帶出另一段非常重要的信息（約11:
25-27）
：「耶穌對他（馬大）說：『復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
死。你信這話麼？』馬大說：『主啊，
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兒子，就
是那要臨到世界的。』」
這是11章最重要的一段信息：藉耶
穌人類可以突破死亡的困境，因為耶穌
是生命、是復活！（約11: 25）
那麼耶穌如何能成為生命與復活呢？
第一，藉著神要基督以死治死的旨意。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
的罪捨己」
（加1: 4），「特要藉著死敗壞那
掌死權 的—就是魔鬼。」（來 2 : 14）也
就是說，父神的旨意是要基督「以死代死，
以死攻死，及以死治死」（註2）
。「神的兒
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 約 壹 3 : 8下）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擊敗了
魔鬼。
第二，藉著神要基督賜人生命的旨意。
哥林多後書4章12節：「死是在我們
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神為
基督定了一個死的旨意，基督用祂「無窮
之生命的大能」
（來7: 16下）戰勝死亡，用
祂得勝死亡的權柄粉碎死所有的權柄，
祂就能復活！藉此，基督就把祂復活的
生命賜給人。
耶穌與馬大的對話（約11: 23-27）肯
定指出她兄弟將會復活（約11: 25-27），
但耶穌的這個應許不只是針對末日說的
（約11: 25-26），拉撒路當時就會復活，
而他肉身的復活是個「兆頭」用來表
明︰耶穌具有戰勝死亡的生命。凡相信
祂是基督，是神兒子的人，基督要賜他
們與祂同樣的生命，那生命可以戰勝死
亡，是永恒的！這指出基督徒盼望的本
質和真理︰信徒的復活是藉著主耶穌的

復活得到保證！
這神蹟是一個兆頭。耶穌是人類的
救贖者，藉著祂的生命，事奉，死亡和
復活，帶給人神國度的生活，要使神國
的生活來到地上，耶穌必須先捨去自己
的生命，好再取回來（約10: 17-18）。
不僅如此，這兆頭指出凡信耶穌的
人要期待著神國將發生「比這更大的事」
（約14: 12）的來臨：基督的死與復活；聖
靈的被差；和基督的復臨為最後的審判
和聖徒的復活。從這角度看，神蹟是「兆
頭」，也就是啟示了！（註1）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
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
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
了。」（約5: 24）這句話中的「有永生」
是現在式，表示任何人只要相信耶穌是
父神所差的救世主（就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的，現在就可以有永恒的生
命，這是復活的基督所賜的，那屬祂自
己的生命。這句話中的「定罪」是過去
式，表示相信基督的人，他所有的罪都
已被神所赦免，成為過去了，因為耶穌
在十架上已付上了罪的刑罰。最後，這
句話中的「出死入生」，是將來式，表
示相信基督的人，耶穌已為他向神交出
「罪的工價」了（羅6: 23上）。相信基督
的人，因此將不需要接受審判了。相對
的，至終不接受基督的人要受到審判，
聖經說：「（因為，gar）父不審判甚麼
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約5:
22）
（註3）不信耶穌的人，到大審判之
日，將會震驚、恐懼，因為審判他的，
正是他在世之日所棄絕的耶穌！
耶穌在世所行的神蹟乃是「兆頭」，
指出耶穌為人類帶來新生命，誠如祂的
宣告：「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約11:
25）。基督不僅「賜生命的話」，祂也
擁有「戰勝死亡的生命」。惟有相信並
接受耶穌為個人的救主，人類才可以突
破死亡的困境，這就是福音！
註1：
George R. Beasley-Murray, Word
Biblical Themes-John (Dallas, TX:
Word Pub., 1989)。
註2：
唐崇榮講，希伯來書解經，第
24講。
註3：
D. A. Cars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1), p.253。

2010年荷蘭讀經營報導
自從2008年更新在鹿特丹的荷蘭華
人基督教會試辦過讀經營後，因為效果
頗佳，看到會友們對歸納式查經開始感
興趣，於是就與該教會合作，協助他們
每隔一年舉辦一次讀經營的活動，這一
切都是出於神的帶領。
而今年第二屆的荷蘭讀經營，蔡達
佳牧師更是「很勇敢地」決定，要在外
面租營地舉辦，同時也開放營會給鹿特
丹附近的教會參加。由於更新經常在外
租場地，或開更新學院課程，或辦姊妹
讀經營，而租場地不但需要先付訂金，
而且即使到時候沒有人來，也是一樣要
付錢的。使用自己教會場地，與在外辦
營會，在開支上有很大的區別。根據我
們經常需要為辦聚會擔心的經驗，人雖
遠在千里，也開始為蔡牧師擔心起來。

荷蘭的華人移民很多，大家天天都得打
工，請假不易，而我們的讀經營又訂在
週間，我們不禁暗暗自問，真有人會為
了學習聖經而放棄打工的機會嗎？再
說，今年荷蘭天寒地凍，行路不便，大
多數人都沒有車，要安排車載人來往營
地也是件費心的事，更何況若安排不到
車位，有些人則需要坐火車前來呢？總
之，在我們看來，實在有不少需要擔心
的事。但神真的動工，教會預定了65個

當我們安排好時間後，正遇王琨的公
司派他去比利時出差，他也就乘「順風
機」前來荷蘭服事。看到這兩位同工，
事先認真預備，與在課堂上循循善誘教
導如何使用歸納式查經法，又看到台下
弟兄姊妹聚精會神學習的神情，我們心
中十分感動。願他們所留下的種子，有
一天可以開花結果，使荷蘭的弟兄姊妹
能成為耶和華的精兵，向其他地區出
發，教導人如何讀聖經，。

床 位 ， 到 營 會 開 始 時 ， 果 然 有 66人 參
加，神真是可稱頌的！大家歡聚一堂，
熱呼呼地查考神的話，這種情景不僅在
荷蘭，即使在美國也實在不易多見。
為了這次的讀經營，我們也邀請了
美國兩位義工：王琨與蘇傅麗秀師母同
行，他們都是帶領歸納式查經的能手。

經過三天相處，大家都成了好朋友。營
會結束後，收拾行李預備在天寒地凍下
踏上歸程，但心中溫暖，因為知道有基
督耶穌與我們同行！正如約翰福音中許
多「兆頭」所顯示出來的。在彼此擁抱
告別後，大家都不約而同地說，2012年
再見了！

主題：以信以愛，候主再來—帖撒羅尼迦前後書選讀
講員：更新團隊
● 時間：2010年4月23-25日 （禮拜五傍晚到禮拜天中午）
● 地點：American’s Keswick Christian Conference & Retreat Center, Whiting, NJ
● 費用：每人 $140.00
● 優待：每六人就可有一人免費。
● 名額：因場地有限，報名請早
●
●

黑夜的奇蹟
文/彭柯麗

編者註：本文選自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見證《密室》一書。
我們看見主角彭柯麗英勇的美德，在納粹集中營充滿恐怖的死
蔭幽谷中，被戲劇化地描述出來。因為有單純無畏的信心，相
信「耶穌永遠得勝」，成了世人與天使觀賞的，一場動人愛的
演出，為我們失落的世界，重新帶來希望。
n
n
n
經過了兩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白天與黑夜，我們終於被帶到
這個我們所懼怕的國家的心腹地帶來。
第四天的早晨，火車終於停了下來。從山頂上往下望，我
們看見一座城。它好像是一塊大瘡疤，被安放在德國的風景線
上。城內全是灰色低矮的營房，周圍設有水泥高牆，牆上間歇
地矗起警衛的樓閣。城的正中，有一個四方形的煙囪，一絲淡
灰色的輕煙正緩緩地噴向蔚藍色的天空。
「賴文斯卜魯克！」
像一個低聲的咒詛，這個可怕的名字從前面向後傳下去。
這就是那間臭名遠播的集中營，專門用來消滅女犯人用的。
當碧茜與我一跛一拐地走下山時，我背上的聖經不斷在肩
胛骨間撞擊著。那是神的話，但難道祂真對這樣一個無人道的
世界說過話嗎？
走近那城時，我們看見牆頭上每隔不遠就貼有死人頭骨
和交叉骸骨的告白，警告犯人，牆頂上的鐵絲網裝有強力的電
流。一扇巨型的鐵門打開了，我們從中間穿過，數英畝給煤煙
薰黑了的營房在我們面前展開。
這間集中營比我們先前離開的那個更為陰沉。在武德營排
隊走路時，我們至少不時還可以看見田野與樹林。這兒，無論
你向哪個方向看，視域終極都是堅牆峭壁。這個集中營築在一
個人造谷中，周圍突出的都是裝有鐵絲網的高牆。
有些犯人從武德營帶來了剪刀；在巨型的帳棚下，到處看
見女人在彼此剪著頭髮。在這樣的一個地方留長頭髮簡直是
自找苦吃。可是當我剪到碧茜棕粟色的髮髻時，卻忍不住哭了
出來。
近黃昏的時候，我們把我帶來的毛氈打開，舖在地上，兩
人並排躺了下來，又用碧茜那張毛氈蓋在身上。
「黑夜深沉，家鄉遙遠……」碧茜用她那甜蜜的女高音唱
了起來，四周的人也開聲唱和：「求祢領我前行……」。
n
n
n
在這種情形下過了兩天，碧茜開始咳嗽，我把娜莉的藍毛
衣從枕袋中取出來，給她穿上，又給她喝了幾滴維他命油。然
而到了早上，她肚子痛得很厲害，得一再向我們隊伍前面那位
不耐煩的女班長請求准許她到附近當作廁所用的溝渠去。
第三天晚上，當我們正準備再次露天躺下時，忽然有命
令下來叫我們到新來犯人的中心去報到。強烈的燈光從天花板
上照射下來，我們不能相信自己眼前的景象。當每一位女囚犯
來到有幾位官員坐著的一張桌子面前時，她必須把毛氈、枕套
和所有手中攜帶的東西放下來，那兒已經堆了一大堆這樣的東

西。再走過幾張桌子，她必須全身脫光，把衣服丟在第二堆東
西上面，再赤身走過一打以上的祕密警察面前，進入浴室。從
那兒出來時，每個人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薄的囚衣和一雙鞋，別
的什麼也沒有。
但是碧茜需要那件毛線衣！她也需要那瓶維他命！最要緊
的是，我們需要我們的聖經。我們怎能在這樣的地方住下去而
沒有聖經呢？可是沒有外套掩蔽，我又怎能帶著這些東西，通
過那麼多雙灼灼注視的眼睛呢？
我們差不多來到第一張桌子。我拼命伸手在枕套裏摸索，
把那瓶維他命油拿了出來，緊緊抓在手心中。然後勉為其難地
把其他東西丟在那座小山上面。我禱告說：「親愛的神呵！祢
把這本寶貴的書賜給我們，在祢過去的保守下，通過了許多檢
查站，祢曾經多方使用它─」
我覺得碧茜正搖搖晃晃地靠著我，我看了她一眼，心中不
禁著慌。她面色蒼白，嘴脣緊緊地咬在一起。一位守衛正好從
我們身旁走過，我用德語求他告訴我們廁所在哪裏。他沒有正
眼看我們，只把頭向淋浴室那邊扭一扭。
碧茜和我帶著惶恐的心情踏出隊伍，往那扇通往氣味潮濕
的浴室大門走去。浴室內有著一排排高過人頭的水喉。但裏面
空無一人，正等待著第二批骯髒、赤裸而發抖的女人進去。
我對守門的巡警說：「請告訴我們廁所在哪裏？」
等我們進去以後，他把門在我們後面砰的一聲關上。我噓
聲說：「毛線衣！把毛線衣脫下來！」隨即伸手摸我背上的繩
子。碧茜把毛線衣交給我。片刻間我把聖經和維他命油的瓶子
用毛衣包好，塞在那疊長板凳後面。
十分鐘以後，我們又被趕進這間淋浴室裏面來了。這時我
們不但不貧窮，心中反而覺得富足。因為我們體驗到神奇妙的
眷顧。就是在這樣一個像陰間一般的賴文集中營裏，祂仍舊是
掌權的神。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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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文集中營早晨要點名。每天早上4點半鐘，我們便得站
在外頭，在拂曉之前的寒冷空氣中立正聽候點名。
第八號營房座落在驗疫場中。也許是為了故意警告新來
的犯人，我們旁邊便是施刑的營房。從那邊整天，有時直到深
夜，都不斷地傳來地獄般的哀鳴。那不是忿怒的聲音，也不是
任何含有人類感情的聲音，只是一種殘酷的漠然無動於衷的響
聲：毆打犯人的聲音有節拍地響著，犯人哀號的聲音也跟著有
節奏地傳過來。我們站在十人一排的隊伍當中，兩手在身旁顫
抖不已，真想舉起手來掩住那些可怕的聲音。
解散的命令一下來，大家就飛也似的擠向第八號營房。彼
此踐踏腳跟，迫切地想回營房去，好把世界再縮小到可以理解
的程度。
但即使是這點也是愈來愈難。在這四面牆內，有太多的不
幸，太多毫無意義的苦難存在。每天都有另一件似乎毫無意義
的事發生，都有些東西是過於沉重的。「呵！主耶穌！祢也會

擔當這些嗎？」
可是當世上其他的事越來越難令人了解時，有一件事卻
使我們越來越明白自己為什麼會被留在這裏。我們不了解別人
為何要受苦，但在我們自己這一方面，從早晨直到夜晚熄燈時
止，只要我們不必出去排隊點名的時候，我們的聖經就成了別
人的希望與幫助，而且如今這個圈子越來越大了。好像是一群
無家可歸的棄兒，圍著一堆熊熊的烈火，我們圍聚在聖經旁
邊，把自己的心交出去，讓聖經中的光與熱來護庇我們。我
們周圍的黑夜越深沉，神的話便燃燒得越明亮、越真實、越美
麗。「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
麼？是逼迫麼？是飢餓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刀劍
麼？……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
餘了。」
當碧茜讀這段聖經的時候，我抬頭望著周圍的人，每個
人臉上都發著光。「得勝有餘！」……那不是一種願望，而是
一件事實。我們知道，因為我們一分鐘又一分鐘地經歷到我們
勝過了貧窮、仇恨和飢餓。我們得勝有餘。那不是說「我們將
會」得勝，我們是現在就已經得勝有餘了！在賴文集中營有兩
個不同層次的生活，二者互相逕庭。其中一個是我們外表看得
見的生活，這種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可怕；另一種乃是與神同在
的生活，這種生活卻一天比一天更好，真而又真，榮上加榮。
有時當我從小袋中取出聖經來時，會不禁雙手發抖。這本
聖經對我已是十分神祕的一本書。它是新的，剛寫好的，我有
時甚至懷疑其上的墨漬乾了沒有！我一向就相信聖經，但現在
讀它卻與過去的相信不同。以前聖經對我而言，只是各樣事實
的記載論到地獄與天堂，說到人的作為和神的作為。耶穌被捕
的故事我讀過千次以上，兵丁們如何摑祂的臉、嘲笑祂、鞭笞
祂。但如今這些事都活生生地出現在我眼前。我看見聖經故事
中的那些面孔，我能聽見他們的聲音。
每逢星期五，我們就要遭受一次醫藥檢查的羞辱。大家光
著身子排隊站在醫院的走廊上等候。走廊中沒有暖氣，秋涼
已經透過了牆。但我們連抱手取暖都不准，人人必須保持立正
的姿勢，兩手放在身旁，然後全隊慢慢經過一排齜牙咧嘴的
守衛。
就是這樣的一個早晨，當我們站在走廊中間，發抖等待的
時候，聖經中一頁的景象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眼前。
祂赤身掛在十字架上！
我微微向排在我前面的碧茜身上一靠。她的肩胛骨在那長
著藍色斑點的皮膚下明顯地突了出來。
「碧茜，他們也脫光了祂的衣服。」
在我前面我忽然聽見一聲微細的喘息。「呵！柯麗。我竟
然從來沒有為此感謝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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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升起得越來越遲了，空氣也越來越涼。我們大家彼此
鼓勵說，等我們轉到永久的營房時，情形就會好轉。那時我們
各人會有一條自己的毛氈，自己有一張床榻。每個人都幻想出
一幅最能滿足自己需要的圖畫。
我自己在幻想一間藥房，碧茜可以從那兒領到一些藥品醫
治她的咳嗽。每天早晨，我輕輕倒出一滴維他命油在碧茜那片
黑麵包上，但那麼一小瓶的維他命油又能維持多久呢？我對她

說：「尤其是你每見有人打噴嚏時便要去分她一點。」
10月的第二個星期，我們遷進那長而灰色的第二十八號
營房。
巨型的房間裏幾乎空無一人，大家想必是出外作工去了。
終於守衛指指正中一大段第二層的木臺。我們上面那層木臺
離我們太近，叫我們無法坐起來。我們只好躺下來，與麥桿上
傳來令人作嘔的臭氣掙扎。我們也聽見其他與我們同來的婦女
們，各自找到她們的地方。
我不禁哀號起來：「碧茜！我們怎能住在這樣一個地
方呢？」
「指示我，指示我們怎麼辦！」她說這話的語氣是那麼
自然，以致過了好久，我才領悟到原來她是在禱告。對碧茜而
言，禱告和日常生活之間的界限如今是越來越淡薄了。
接著她十分激動地說：「柯麗！祂把答案賜給我們了！在
我們還未開口祈求前，祂已經答覆了我們的禱告。是我們今天
早晨讀到的。在哪裏？你再讀讀早上的那一段！」
我往那長長而陰暗的通道上望了一眼，斷定附近沒有守衛
了，才從袋裏取出聖經。我說：「那是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自從離開舒城監獄之後，我們已經讀完第三遍的新約聖經。在
淡弱的光線下，我重新翻開那一頁。「這就是了：『勉勵灰心
的人，扶助軟弱的人，也要向眾人忍耐。你們要謹慎，無論是
誰都不可以惡報惡；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常要追求良
善。』」這似乎是特別為賴文集中營的生活而寫的。
碧茜說：「再唸下去，還沒有完。」
「是的……『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
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們所定的旨意。』」
「那就是，柯麗，那就是祂的答案：『凡事謝恩。』那是
我們能做到的。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為這新營房每一件東西感
謝神！」
我瞪眼望著她，再望望四圍黑暗污濁的房間。
我說：「比如說呢？」
「比如說，把我們分派在一起。」
我咬著嘴脣。「啊！是的！主耶穌。」
「又如你手上拿著的那個東西。」
我低頭向手中的聖經看了一眼「 是的！感謝祢，親愛的
主，當我們進來時，這裏沒有人檢查！我們也為這房間所有的
婦女感謝祢，願她們都在這部聖經中與祢相遇。」
碧茜說：「 是的，感謝祢有這麼多人擠在一起。由於我
們擠得近，會有更多的人聽見祢的話！」她以期待的眼光望著
我，又用激勵的語氣叫了一聲：「柯麗！」
「哦！好吧！主耶穌謝謝祢讓我們有一群擠得像沙丁魚一
樣，連氣也透不過來的群眾！」
碧茜繼續以平靜的語氣說：「 感謝祢賜給我們這些跳蚤
和……」
跳蚤！那未免太過分了！「碧茜，就連神自己也不能叫我
為跳蚤感謝。」
她引用聖經上的話說：「凡事謝恩，聖經沒有說，在凡事
順利之下謝恩。跳蚤也是神賜給我們這個地方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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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6點以後，二十八號營房的婦女們都陸續地回來了。

經過一天長時間的強迫勞動，大家都顯得萬分疲憊，而且全身
骯髒、滿身的臭汗。我們這塊四方的木臺原是設計給四個人睡
的，如今九個人睡在上面。有些人開始埋怨，因為她們發覺
要讓出地方來給我和碧茜。整個大房間只有八個廁所。由於人
數過多，自然造成臭氣薰人，容載不下的現象。要到廁所去的
話，我們不但得爬過同床的人，還要爬過在廁所通道和我們之
間好幾個木臺上的人。這麼一來，時常就會有某一木臺載重過
量，而壓斷了本來就已被壓彎了的板條。第一天的夜裏，這樣
的事就發生了好幾次。房間裏不時傳來板條被壓斷的響聲，下
層的人被壓得尖聲大叫起來，有些人甚至被壓得窒息過去。
如今有人在咆哮，房間那邊上上下下起了爭吵；我們聽見
毆打和摑人耳光的聲音，也有人在低聲哭泣。
黑暗中，我感到碧茜的手握住了我的手。她高聲禱告說：
「主耶穌呵！把祢的平安送進這個房間來。這裏太少禱告了，

按照我的本性，我覺得該把滴劑存下來，碧茜已是那麼軟
弱！可是其他的人也一樣病倒了。我試著把它留給那些最軟弱
的人，可是連這樣的人也一天天地增加，十五人、二十人、二
十五人……
然而，每次等我傾倒小瓶子的時候，總會有那麼一滴維他
命油出現在玻璃塞的尖端。那簡直是太不可能的事！
碧茜說：「聖經中有個女人，她瓶中的油從不枯竭。」她
翻開列王紀上，一段記載撒勒法的寡婦在自己家中為先知以利
亞預備一個房間的故事：「罈內的麵果不減少，瓶裏的油也不
缺短，正如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說的話。」
當然奇妙的事是一直在聖經中發生。相信這樣的事能發生
在數千年前是一件事，相信它還會在現在發生，又是另外一回
事。但這樣的事果真發生了。今天有，明天有，後天還是有。
直到後來我竟吸引來一小群滿心驚訝的觀眾，要看瓶裏的維他

連四面的牆壁都曉得這一點。可是主呵！祢在哪裏，爭鬧的精
神便不能存在……」
室內氣氛的改變是逐漸的，可是十分明顯。慢慢地那些忿
怒的聲音，一個個的沉寂下去。一個帶著濃重北歐口音的人用
德語說：「我和你交換地方睡，這裏較暖你可以睡過來，我睡
你靠窗的地方。」
但對方竟帶著笑意回答說：「除了我的跳蚤外還要再加上
你的跳蚤？我不要，謝啦！」
第三個帶著法國口音的女人說：「我告訴你怎麼辦！我們
把窗戶開一半。這樣我們只會凍個半死，你們也只有窒息得
半死。」
聽到這句話，室內許多人都笑了起來。我再倒回那酸臭的
麥桿上，曉得還有一件事要向神感謝的，那就是有碧茜來到這
第二十八號營房。                      
n
n
n
在第二十八號營房的崇拜聚會是十分特殊的。一次的聚
會也許包括一群羅馬天主教徒用拉丁文誦唸聖母經，有一些信
義會的教徒低聲唱一首聖詩，再配上一組東正教的婦女的低聲
吟唱。每一刻我們周圍的群眾都會增加，大家擠在附近的木臺
上，或者吊在床邊，直到那些高高的床架開始吱喳發聲，向下
傾斜。
最後由碧茜或我打開聖經。因為只有荷蘭人才能聽得懂荷
蘭文的聖經，因此我們用德文把經文大聲譯出。然後就聽到這
個賜人生命的道理被人用法語、波蘭語、俄語、捷克語沿著通
道傳下去，最後終於又回到荷蘭語。這些夜晚燈下的聚會想必
是天堂的預告和縮影。我聯想到哈林市中，那些富有的教會，
他們如何把自己安置在人造的鐵欄柵和重重的教義屏障後面。
我再次明白在黑暗的時刻，神的真理才照得最清晰。
起初碧茜和我都懷著極膽怯的心召集這樣的聚會，但一夜
又一夜的過去了，從來沒有守衛走近我們，於是我們也變得比
較大膽。在這間寬大的宿舍裏絲毫無人監視，我們不明白為何
會如此。
另外一件奇妙的事發生了，從那個小維他命油的瓶子裏總
是不斷地有油滴出來。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藥瓶子那麼小，
每天要分那麼多的分量。如今除了碧茜以外，我們那邊的木臺
上，至少有一打以上的犯人也要取用這維他命油滴劑。

命油如何滴在每天配給的麵包上。
好幾個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著。上層的麥桿碎片和灰塵
一陣陣地掉在我身上。我試著揣摩出這件臨到我們身上的奇
妙供應。但碧茜說：「柯麗，不要勉強去解釋，只要存著感謝
的心去領受，把它當作是愛我們的天父所賜給我們的『意外的
禮物』。」
後來有一天晚上，美恩在晚上排隊領食物的時候擠到我們
身邊來，她手中藏了一個布袋的東西。
我叫了起來：「維他命！」然後對附近營地的巡警投以恐
懼的一瞥，又低聲說：「多種維他命！」
她低聲回答說：「是的，那邊有好幾大瓶。我從每一瓶中
都倒出同樣的分量。」
我們匆匆嚥下那稀薄的蘿蔔湯，為自己突如其來的富裕感
到驚訝。回到床上後，我從麥桿中取出那個小小玻璃瓶，說：
「讓我們先用完這瓶再說。」
但那天晚上，不管我怎麼倒，怎麼搖，瓶口都再沒有一滴
維他命油出現。
n
n
n
後記：《密室》描寫一個發生在荷蘭的真實故事。二次大
戰時，彭柯麗一家淪於納粹統治下，他們在自家古宅巧妙地
闢出一間密室，收容飽受迫害的猶太人，再轉送到較安全的
地帶。
他們的善行卻帶來悲慘的後果，彭柯麗的老父親和姊姊都
慘死在德國集中營內。
渡過最黑暗的日子，彭柯麗獲釋之後，有三十三年之久，
足跡遍佈世界六十多個國家傳揚醫治和好的信息，見證沒有
一個黑暗的深淵是神的愛所不能及的，耶穌能將失敗轉變為
榮耀！
彭柯麗說：「不管深淵多深，祂比深淵更深。」她在苦
難中的見證也說明了，醫治這世界的能力不繫於我們自己的饒
恕，也不繫於自己的良善。乃繫於神自已的饒恕與良善。
希望以上的短文只是一個引子，令你想進一步去讀《密
室》一書。也願您讀過這本書後對神的全權與恩典有更深一層
的認識。
本書中文版在發行三十三年後，於去年重新設計印刷，簡
體版也將於今年在大陸發行，請大家告訴大家。

在這2010年的起始，更新同工們向
您們問安。謝謝您們在過去一年中的代
禱與支持，使北美更新總部去年不但在
各項事工上得以順利進展，而且還在經
費上有餘，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請您
們繼續在這新的一年中以禱告記念我們。
[傳道事工]
◆感謝主，更新與荷蘭華人基督教會自
2006年起就有很好的合作。除了定期在
鹿特丹開聖經與神學課程外，自2008年
又開始每隔一年的「歸納法讀經營」事
工。今年一月12至20日，李定武牧師夫
婦，蘇傅麗秀師母及王琨弟兄，四人前
往荷蘭，主領荷蘭華人基督教會及安多

森與拉遜合著的《講道者工作坊》（林
成蔭，呂允智合譯）。這兩本書都將在
二月付印，為的是提供給今年四月將
在台北及香港舉辦的「釋經講道研習
會」使用。另一本由普林斯頓神學教
授迪奧金寫成的《靈修神學》(Diogenes
Allen著，王建國譯)也正編輯中，將於今
年八月出版，請大家拭目以待。
◆感謝神的恩典，目前又有一些有經驗
的繙譯同工加入更新的團隊陣容，除了
張曉薇姊妹外，另有一位吳姊妹為我們
繙譯另一本柴培爾的作品，感謝主，不
斷賜下文字工作人才給我們。
[更新學院]

芬教會，馬城教會及登坡教會等合辦的
讀經營，主題是「約翰福音選讀」，詳
情見本期3頁報導。
◆更新門訓全時間義工周德威弟兄，結
束在更新學院的學業後，已於去年正式
進入南卡州的哥倫比亞聖經神學院攻讀
碩士學位，同時還從事門訓事工。今年
二月開始，他與妻子許珊珊兩人前往台
灣東海大學，與該校校牧處配搭，在大
學中從事門訓事奉，預計四月下旬返
美。周弟兄將於暑假前往德東萊比錫，
在留學生當中從事門徒訓練與輔導事
工。請代禱求主賜下健康身體，活潑靈
力，好多作主工。如果您願在經濟上支
持他們的服事，請在奉獻時註明為周德
威弟兄奉獻。求神重用祂的僕人，使用
這項後現代最需要的古老事工─ 門徒
訓練，來裝備各地信徒。
[文字事工]
◆感謝神的恩典，在過去一年中更新在
文字宣教上有了突破：更新出版多年的
經典作品，《神的形像》與《神的傑
作》（班德與楊腓力合著）的簡體版終
於得以在中國正式出版。目前正在製作
第三本書《密室》，簡體版也即將發
行。春節期間，此三本作品將在國內各
大書局推出，也請為這些書能廣被國內
讀者接受代禱。
◆由知名的傳記作家雪瑞爾著的《咫尺
天堂》（張曉薇譯）自從發行後，深獲
讀者好評，這本書是學習操練加爾文名
言：「善用今生，默想永恆」的最佳途
徑，值得人手一冊。
◆編輯部同工正在快馬加鞭的趕製兩本
新書：柴培爾的《以基督為中心的講
道》(Bryan Chapell著，賀宗寧譯)；羅賓

◆ 在神的保守下，更新學院的事工繼
續在各地展開。今年二月在新澤西州的
課 程 有 ： 釋 經 學 ， 李 定 武 牧 師 ， 2/1517/2010；約翰福音，黃子嘉牧師，2/1921/2010；箴言解經，劉少平牧師，2/2628/2010。其中「約翰福音」乃是首次開
課，與在亞特蘭大的「聖經輔導學」
（林
慈信牧師，2/5-7/2010）都是新課，請把
握難得的機會趕快報名進修！
◆四月19-24日「更新學院」將在荷蘭鹿
特丹地區開「啟示錄解經」，由神所重
用的黃子嘉牧師教導，求主吸引學員利
用這個機會，好好研讀啟示錄，裝備自
己，迎接主的再來。
◆感謝主，更新學院已有不少學員進入
哥倫比亞聖經神學院就讀，也有不少已
完成學業，在各地工場服事。傅強弟兄
最近已完成學業，即將返香港服事，第
一屆學員呂孝培弟兄也將在今年五月畢
業。我們為他們在學習上所下的工夫感
恩，求神賜他們服事通達的道路。
◆請為更新學院在美國西岸所開的一系
列宣教差傳課程禱告，求神激勵更多參
與差傳事工的弟兄姊妹前往選課，接受
裝備進入工場。詳情請洽大使命中心陳
惠文會長sharonchan@gcciusa.org。
[釋經講道研習會]
◆ 自從去年四月在香港舉辦過一次「釋
經講道研習會」後，有不少的年輕傳道
人有心志學習釋經講道。經過長時間
的禱告，更新決定不但再次在香港舉辦
「釋經講道研習會」，同時也將在臺灣
舉辦。更感謝主的是，柴培爾牧師(Dr.
Bryan Chapell)，這位教導「以基督為中
心的講道」聞名的美國聖約神學院(St.
Louis, Mo)院長，也很樂意與李定武牧師

一同帶領這項對華人的服事。感謝神的
恩典，目前已決定四月12-13日在台北與
中華福音神學院協辦；同月14-15日則由
有九十五年歷史的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
負責，繼續舉辦此項釋經講道研習會。
在經濟上，除了場地及宣傳費用外，大
部分費用需由更新承擔。請為這項有價
值的事工禱告，您若願支持，請註明是
為釋經講道研習會奉獻。在這項裝備教
牧人員及神學生講壇事奉的服事中，我
們非常需要您在禱告與奉獻上，與我們
同工。
[更新宣教工場]
◆ 感謝主，自從更新月刊去年報導外蒙
古及緬甸工場上的需要後，我們收到一
些特別的支持。請繼續為更新宣教工場
事工的推展，同工身體健康，靈命成長
各方面代禱，求主供應並加力。
[同工腳蹤]
北美同工
◇李定武牧師
一月 12-20日 荷蘭南部聯合讀經營
31日 紐約中華歸主教會
二月
13日 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宣道會
		華人團契佈道會
15-17日 更新學院〈釋經學〉
21日 新澤西州若歌教會
◇呂允智牧師
一月
10日 新澤西州中宣會迦恩堂
17日 新澤西州中宣會澤恩堂
23日 新澤西州若歌教會
24日 紐約基督徒會堂
31日 紐約赫德遜華語基督教會
二月
7日 紐約大使命聖經教會
14日 中宣會迦恩堂、美德教會
21日 水牛城衛思理華人教會
28日 紐約赫德遜華語基督教會
◇周德威弟兄
二月-四月
臺灣東海大學校區門訓事工
新加坡同工
◇余達富牧師
一月
3日 伯大尼播道會
10日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24日 基督關懷會、優諾福音堂
二月
7日 聖經教會、伯大尼播道會
14日 大成教會、迦南堂、宏茂橋畢士大堂
21日 加東福音堂、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28日 花菲衛理公會粵語堂、
		淡申律浸信教會

我們的教會是個非常注重音響、視聽果
效的教會，當然為了年輕一代的需要，這本
是無可厚非的事，所以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
會友，也都很努力地學著去適應。
幾年下來，慢慢耳濡目染，我們終於
在五彩繽紛跳動不已的銀幕前，學會定下心
來敬拜神的工夫。當然，有時也會遇到受不
了音樂太吵的時候，但凡事都要看它積極的
一面。我們倒是發現，每隔幾個月有人受洗
時，能在銀幕上看受洗者事先錄下的見證，
倒是一種享受。至少我們這些聽眾，不會看
到講見證的人因為太緊張以致不知所云，或
因為好不容易有了上講臺作見證的機會，就
拿著麥克風不肯下台的現象。
從這些得救見證中，我不但聽到許多精
簡述說神拯救的故事，更令我佩服的是，看
出這時影音部同工們的智慧，他們平日在幕
後勞苦服事不為人知，但這時卻大權在握，
受洗者哪天晚上必須先來教會接受訪問，
該如何穿著、見證應有多長，甚至該用多
少字先寫好並背下來，凡此種種都有嚴格的
規定，而所有想要受洗的人也都乖乖聽命，
甚至有的早一小時就到錄影室，怕萬一來晚
了，輪不到講見證。完全不像我們當年牧會
時，在台上見證即使講得不好時，連請他們
快下來的機會都沒有。
事先錄影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剪接重
錄，所以一些與重生見證無關的往事，無論
多麼輝煌，都有可能在影音部同工的指尖輕
彈下，立時消失得無影無蹤，而那些想要下
一次受洗的人，也慢慢從銀幕上學會自己日
後該如何作見證。更好的是，有時當我們聽
到令人感動的見證時，就可以訂購，贈送尚

未信主的朋友。
今天科技的發達，已經遠非前人所能想
像，教會懂得如何使用這些工具總是好的，
只要不是本末倒置。
我們教會的主任牧師在泰國作過十四年
的宣教士，為了提升我們的靈命，也常常動
盡腦筋，有時用這類近代的視聽教學法還挺
管用。有幾個禮拜，他講約書亞的故事。突
然一個主日早晨，走進會堂時，招待發給我
們一人一塊沉甸甸的鵝卵石，我好奇極了，
同時心中非常感謝那些在聚會前搬石頭的
人，要叫一千多人，人人都拿一塊石頭可真
不是易事！
原來，牧師是要講約書亞第四章的故
事。當年神要帶領以色列人渡約但河時，曾
要約書亞揀選十二個人作為每個支派的代
表，從乾了的河床中撿十二塊大石頭，帶過
河作為紀念，日後好教導子孫，耶和華當年
如何站在河的對岸，令漲過兩岸約但河的水
乾了，並等全體以色列人走到祂那裡去。講
完道後，牧師呼召凡有心願意離開自己生活
的舒適圈的人，拿著手中的石頭，到台前向
神委身，願意將下半生交給神使用。許多人
走了上去，也有許多人跪在台前向神認罪，
並重新立志。我則把石頭帶了回來，放在書
桌上當文鎮。每天都要摸摸，回想自己當年
與外子的獻身，同時也提醒自己不要忘了當
年的心志。
又有一個主日，崇拜前招待發給我們每
人一個一分錢銅板。家庭主婦作慣了，我馬
上就覺得這個錢教會為什麼不省省。但副牧
師用一分錢來提醒我們，我們不過是神手中
的一分錢，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值錢，但也不

要忘了少了一個人，教會事工也會有虧損。
如今那個小銅板也在書桌上提醒我，自己並
沒有那麼重要，但在服事時，也不要輕看自
己應盡上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我很感謝神過去十年來，讓我們在一個
各個種族群集的教會中成長。記得前年參加
教會受難節聚會時，沒想到竟能聽到弟兄姊
妹用各種不同的語言，由猶太希伯來文到俄
文到西班牙文都有，開口為基督在十字架的
救贖獻上感恩，我似乎看到天堂的剪影，這
是多麼的可貴。這種敬拜的經歷與自己過去
的教會經歷大不相同，也成了我們成長的一
個機會。
這些年來，能有機會與不同族類的信
徒，同走過教會大大小小的風暴，也一同體
驗許多蒙福的經歷，實在是一種福氣。但這
些經歷有什麼目的呢？我可是毫無概念，但
我們終於學會為不同的族群禱告，服事他
們，也學會接受不同類型的聚會方式，這對
我都是新鮮的經歷，神要告訴我們什麼呢？
我惟一的希望是我的2010年能因參與教會的
經歷而變得更有意義，當然，希望您的也一
樣。（長真）

「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
2010釋經講道研習會
主講：Dr.

Bryan Chapell 李定武牧師

〔台北〕 4月12-13日 (週一、二)
報名：http://jserver.ces.org.tw/crmnj/

〔香港〕 4月14-15日 (週三、四)
報名：http://www.hkcccu.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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