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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武

著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用迦特樂器。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3
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4
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5
你叫他比天使（或作「 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678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
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裏的魚，
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9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1
2

詩篇8篇是大衛王的一首讚美詩，詩
人在此呼召人來讚美造物主。詩中的讚
詞發自大衛當時切身的經驗。也許在曠
野─ 一個萬里無雲的夜晚，星光布
滿 穹蒼之際─ 他拋開生活瑣事，陷入
沈思。
大衛看到什麼使他心中留下這樣深
刻的印象呢？（註1）
首先，他看見神的榮耀彰顯於天，
這是由黑夜天中所呈現的月亮與滿天星
斗帶給他的反映（詩8: 1下，3），他看見
神全權、奇妙而有秩序地安排萬物。其
次，他看出人的卑微。神驚人的紆尊降
貴，竟然眷顧微不足道的世人（詩8: 4），

並冠以幾乎像神一樣的榮耀（詩8: 5）和
主宰其他受造物的權柄（詩8: 6-8）。
本詩共有四對詩節，針對全詩的正中
央（詩8: 4）（註1），以相反平行（ABCD//
D’ C’ B’ A’ ）的結構呈現（見表1）。詩人
藉著詩節的安排，強調他讚美的重點在
於神的榮耀與恩典：因此本篇的頭尾都
用「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框出。（註
2）本詩的主題詩節落在第4節：「人算
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
眷顧他？」這兩句驚嘆問句標出神奇異
的恩典，祂竟眷顧卑微的人類！人當信
神並讚美祂，依靠祂的恩典從卑微進入
尊榮。

世人當如何從卑微進入尊榮呢？人
若想要從卑微進入尊榮，重新恢復自己
在神前的地位，就當憑信心去經歷兩件
事：第一，認識自己的卑微；第二，認
識神的眷顧。讓我們先看人當如何認識
人的卑微。

壹、認識人的卑微
詩篇8篇4節上提到：「我……便
說：『人算甚麼，你竟顧 念 他！』」「
顧念 」
（ Z a k h a r ）這 字 的 意 思 就 是 「 記
念 」 ，不只是想到而已，更是指對某人
的關懷，願以愛心的行動去幫助他。當
神「記念」一個人時，祂是藉「施恩」
來表達。聖經上當人求告神時，往往都
是求祂記念以下幾件事：神自己與人所
立過的約；神的聖言；以及人在神前曾
對祂所表達過的心志。
當詩人問道：「人算甚麼？」或「人
活在世上有何目的？」時，他等於體會
到自己的不配，卻竟蒙神的記念。詩人

其次，人
是神的管家
─擁有尊貴
A 讚美神的榮耀
的地位。詩
篇8篇6-8節：
「你派他管理
你手所造的，
神配得的尊榮
B
使萬物就是一
切的牛羊，田
神
野的獸，空中
的鳥，海裏的
魚，凡經行海
道的都服在他
神創造的榮耀
C
的腳下。」在
這裏有兩點值
人墮落的卑微
得我們注意。
人算甚麼？
第 一 ，
神賜人使命
神恩典的眷顧
「管理」萬
物。「管理」
神賜人的榮耀
C’
不等於「擁
神∕人
有」，人只不
過是神所委派
的管家而已！
神的旨意是要
神賜人的尊榮
B’
人管理天父的
世界，這是人
類注定的天
命。第二，人
要肯順服在神
讚美神的榮耀
A’
的主權之下才
有管理萬物的
權柄，此乃必
須條件。人的責任是當依照神的心意行
事，因此要作一個好管家就必須與神建
立並保持一個既親密又順服的關係。
二、亞當墮落後的卑微
詩篇8篇3-4節：「我觀看你指頭所
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便
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詩人
說這句話是出自他的觀察。他的理性讓
他從詩篇8篇1-5節的兩套相對律中，看出
人墮落的卑微。
第一套相對律說到神所造之天與
地的對比：永存的天與短暫的人類；第
二套 相 對 律 是 神 的 賜 給 與 人 之 回 應 的
對 比：榮耀（神的恩典）與無恥（人的
作為）。（註1）這實在是個出人意外的
對比。
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去思想人

表 1. 詩篇八篇的「相反平行」結構圖（ABCD//D’C’B’A’）
大衛的詩，交與伶長。用迦特樂器。

1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將你的榮耀
彰顯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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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因敵人的緣故，
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

Æ地

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3 我觀看
你指頭所造的天，
並你所陳設的

天

月亮、星宿，
中央線

4 便說︰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D
D’

5 你叫他比天使（或作「神」
）微小一點，
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6-8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萬物︰
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獸，
空中的鳥，

地

海裏的魚，
凡經行海道的，
都服在他的腳下。
9 耶和華我們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知道人當初被造時所擁有的尊榮；也體
會到人墮落後的卑微。
一、亞當被造時的尊榮
首先，人是神的傑作─ 是神榮耀
的彰顯。詩篇8篇5節：「你叫他比天使
（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
冕。」人當初被造時的地位只比天使微
小一點，是極其榮耀及尊貴的。聖靈曾
默示大衛，以致他會說：「因我受造奇妙
可畏」
（詩139: 14）
；新約使徒保羅也說：
「我們原是他（神）的工作（傑作）」
（弗2: 10）。人類是宇宙中惟一有神的
「形像……樣式」（創1: 26）的受造物，
同時神也賜予亞當「自由意志」（創2:
16-17）：這表示他可能犯罪，而且他的
抉擇不但決定他自己的前途，同時也決
定了他所有後裔日後與神的關係。

的卑微：
首先，人遺傳了亞當的罪性 ─ 全
然腐敗、無能。人與神的關係破裂了，
人不可能不犯罪；人也不可能將受造界
管理得妥當。使徒保羅也曾指出這項有
關「人論」的神學思想：「神的榮耀」
與「人的罪性」這個相對律，「因為世
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3:
23）因人的罪性，人達 不 到 神的標準，
不可能治理天父的世界。
最近英國石油公司（BP）在美國路
易斯安納州近海的油井漏油事件就是一
個典型的例子。今年四月20日鑽井塔爆
炸造成火災，當時11個工人死亡，17位
受傷，海底的油管破裂，目前每天以21
萬加崙的速率漏出原油，將成為人類環
保史上一件極大的污染事件（註3），同
時威脅到附近1300英哩的海岸線上的野
生動物的存亡，及造成當地漁產工業的
極大損失！這事件證明墮落的人類已失
去管理萬物的能力，即使在這二十一世
紀科技文明的時代，人依然不能掌握住
管理這個「天父的世界」的權利，人需
要歸向神與祂和好並建立關係，才能作
一個有智慧的管家！
其次，人成為神的仇敵─ 神卻不
是人的仇敵。使徒保羅說：「因為我們
作仇敵的時候……」（羅5: 10），這就
是指明人成為神的仇敵，但神卻不是人
的仇敵。亞當犯罪時，不但神與人的關
係破裂了，而且罪由這第一位人類的始
祖，透過一種實在卻神祕的途徑，傳給
了全人類（即原罪），把人帶入死亡的
困境，「在亞當裏眾人都死 了 。」（林
前15: 22上）因此人類最大的需要就是與
神「和好」，消除自己對神的敵意。但
人有意願和能力主動與神「和好」嗎？
保羅引用詩篇14篇1-3節的話，指出人的
愚昧：沒有行善的人，也不會有人求告
神！什麼是人的光景？人乃是落在困境
中：由尊榮跌入卑微；從神的傑作，變
成以神為仇敵。
但感謝神的恩典，神主動為人類打
開了一條出路。預備祂的獨生愛子基
督，道成肉身，為人作出「和好」之
舉。「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
神兒子的死得與神和好……因他的生得
救了。」
（羅5: 10下）凡信基督的名之人
就可以得救（羅10: 13；詩8: 1中，9），
凡信基督的人，神能使這人從卑微進入

尊榮！

貳、認識神的眷顧
詩篇8篇4節下說：「世人算甚麼，
你竟眷 顧 他？」。「眷顧」（Paqad）
一詞在聖經中被譯作「拜訪」有57次
之多，表明是神的恩惠行為臨到祂的子
民，這是一個在舊約，甚至新約中常出
現的字。譬如在創世記末，約瑟臨死前
對他平輩的弟兄們及下一代的子孫就
用 了同樣的字句：「神必定眷 顧 你們」
（創50: 24, 25），給予他們祝福，求神
的恩典臨到他們！新約中也有類似的用
法，都與主基督道成肉身的救贖恩典有
關，譬如，「神眷 顧 了祂的百姓」（路
1: 25, 68; 7: 16）。神的眷顧顯明神是掌
權者，是保護者，祂好似老鷹關心地凝
視、看顧牠的小鷹！
基督教是一個以「恩典」為中心的
信仰！新約亦提供足夠的證據：馬太、
保羅和希伯來書的作者，也都將詩篇8篇
應用在耶穌身上，指出因神的眷 顧 ，耶
穌基督，神的兒子，道成肉身被差入世
界成為典型人的代表，為要完成父神的
使命。耶穌來是為執行神救贖恩典的計
畫，向祂所揀選的百姓施行神恩典的眷
顧（約1: 14）。耶穌入世的目的就是要人
與神「和好」，祂一方面成為「和好」
的途徑，使人能逐漸恢復原先所具有的
神的形像，另一方面以君王的身分「召
集」神的子民打聖戰，使神國擴張。
一、神藉基督作中保恢復人的尊榮
首先，馬太在福音書中如此記載
說：「小孩子在殿裏喊著說：『和散那歸
於大衛的子孫！』」（太21: 15）當這句
話從聖殿中的孩子口中喊出來時，這正
應驗了詩篇8篇2節的話：耶穌是人與神
之間的中保：來完成「和好」的工作，
消除人對神的敵意！
其次，希伯來書的作者在解釋詩篇
8篇4-6節時表明，耶穌基督是生命的改
造者！他說：耶穌來「特要藉著死敗壞
那掌死權的─就是魔鬼」
（來2: 14）。
唐崇榮牧師解釋這段經文時，正確地指
出這位道成肉身基督的使命就是「以死
代死，以死攻死，以死治死」（註4）。
基督在世上過著完全的生活─ 是無罪
的；祂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完成救贖墮
落人類的工作，好叫「凡求 告 主 名 的，
就必得救」（羅10: 13），因為「末後的

亞當成了叫人活的靈。」
（林前15: 45下）
人如何才能得救呢？本詩給出了答
案︰只要求告神 的 名 接受基督為主，與
祂建立關係在恩典中成長。這也是本詩
作者大衛認識神的經歷，所以他能說：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詩8: 1中，9）
所謂認識「神的名」就是認識神的本性
及身分（註5），這對我們個人的意義就
是，我能與這位偉大的神建立親密的關
係，這是何等榮耀的事（註6），神藉基
督恢復人的尊榮！
二、神藉基督作君王召集祂的子民
詩篇8篇4節下說：「世人算甚麼，
你竟眷顧他？」「眷顧」
（Paqad）一詞除
有上文所描述「拜訪」的意思外，也有
「召集軍隊行軍或出戰」之意（用過110
次之多），表示耶穌是首領。希伯來書的
作者則將詩篇8篇應用在耶穌身上：「耶
穌……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
（來2: 9），
表示耶穌是君王。讓我們從兩個角度看
神如何藉謙卑的基督作神國的君王。
第一，基督謙卑的完成救贖，被神
高升。保羅說：「因為基督必要作王，
等神把一切仇 敵 都放在祂 的 腳 下 。」
（林前15: 25）耶穌說：「人子也必照樣
被舉起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約3: 14-15）
第二，耶穌謙卑的治理，配作神國
君王。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5章27-28節強
調說，耶穌在宇宙的開始就與神同工，
完成創世之工。但祂自動順服在父神
之下，謙卑的來管理神所託付祂的受造
界。在基督毀滅所有權勢和將國交與父
神的過程中，祂重新統治神所創造的世
界。這就是人在基督裏的盼望！基督能
在將來的國度裏，使神賜人的應許（詩8:
5-8）完全實現在贖民身上！詩篇8篇告訴
我們的信息是：基督恢復了人的尊貴與
職責，所以我們當榮耀神，並永遠地享
受 祂 。 神盼望人得永生，與祂同工，來
管理祂所造的世界。
「人算什麼？」本篇作者大衛王的
問句，神在新約中回答了。祂指明惟有
基督的道成肉身、受死、作王，才可能
是最完滿的答案，因為基督恢復人的尊
貴 與 職 責 。因此十七世紀的西敏斯特小
真理問答第一問如此說：「人生的主要
目的是榮耀神，並且永遠享受祂。」
第一個亞當的墮落，使人視神為仇
敵，而且人類從此喪失管理宇宙的能

力。第二個亞當的被高舉，恢復了人的
尊貴與地位。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就是等
待主耶穌統治全宇宙的那日子的來到
─ 那時我們就可以歡唱「哈利路亞！
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啟19: 6）這也是芝加哥「慕迪聖經學
院」六 0年 代的院 長， 威廉．卡伯 特森
（W. Culbertson）最喜歡的經文，是他
的盼望。學生們常常喜歡問他：「你常
為自己禱告什麼？」他的回答總是很簡
潔：「求神讓我這一生結束得好！」在
1971年十一月16日的早晨，他用這節經
文向同病房的一位芝加哥警察傳福音，
那天晚上，卻面露笑容地說完他在世最
後的一句話：「神啊，是的……是的」，
也許這是他對神呼召的回應，當晚11點
30分，這位藉基督恩典度過尊榮一生的
神僕即蒙召回家了！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
甚麼，你竟眷顧他？」感謝神，神差基
督道成肉身，使祂「成了叫人活的靈」。
祂顧念我們、眷顧我們的方式就是，讓
凡信祂名的人都蒙恩典，能從卑微進入
尊 榮 ！ 這就是人生的目的─ 信耶穌為
我們惟一的救主，願一生能榮耀神，並
永遠享受祂。哈利路亞！「耶和華我們
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註1：《更新版研讀本聖經》（新澤西
州，美國：更新傳道會，2008年10
月）詩8篇，來2：9，林前15︰25
等註釋。
註2：柯德納著（Derek Kidner），劉良
淑譯《丁道爾舊約聖經註釋：詩篇
（上）》（台北，台灣：校園書
房，1995年6月），第88-91頁。
註3：《時報雜誌》TIME, Vol. 175, No19,
(NY, NY: TIME, May 17, 2010), pp.
28-35.
註4：唐崇榮講，希伯來書解經，第24講。
註5： 安德生著
（Bernhard W. Anderson），
《心靈深處：詩篇今語》
（Philadelphia, PA., Westerminster,
1970.）
註6：柯拉格著（Ron Klug），徐成德譯
《祈禱與頌讚》A Guide to Prayer &
Praise 漁夫查經系列叢書（新澤西
州，美國：更新傳道會，1999年7
月）。

2003-2010姊妹讀經營
追記心得分享

- 常被忽視的珍寶
擁有聖經的人都知道，它是本寶貴的書。平日總是默默地
躺在書桌上，即使封面滿布灰塵，一直不讀，它也不會埋怨。
但真正有心想了解聖經的人，一旦拿起它來好好研讀，它又能
對我們的心說話。世上哪有這麼好的書呢？我常想，如果哪天
只能在書架上留下一本書的話，那準是聖經不可！
說來令人不可思議，或者是我們愛管閒
事吧！更新同工們對聖經的重視也決定了
更新事工的方向。當初我們會有負擔舉辦
更 新姊妹讀經營，就是基於以下幾個單純的
動機：

會接棒的同工積極的貢
獻麼？
姑且不論這些目標
至今有沒有達成，姊妹
2003新澤西第一屆姊妹讀經
讀經營走過八年的歷
史，我們倒是看到好些意想不到的好處，令我們心生感謝：

拋夫棄子查經去
過去八年來，更新姊妹讀經營成了美東
好些渴慕聖經的姊妹們，每年一次團聚以經
會友的機會，而她們平日是不可能彼此認得
的。歷年來參加姊妹讀經營的人數並不多，
除了少數幾次以外，平時每屆不超過百人，
但大家參加的教會總數倒是不少，每年總有
15個左右，除了附近各州外，也有遠自俄亥
俄、密西根、北卡或佛羅里達等州來的。大
家花三天時間一起讀聖經，暫時「拋夫棄
子」，在北美這大概還是「僅此一家別無分
號」的更新獨門傑作！

在不成熟中開始
聖經既然這麼好，我們理當要與其他基
督徒一起分享。始作俑者既是姊妹，總不能
從弟兄下手吧，於是就在2003年開始了第一
屆的姊妹讀經營。老實說，當時我們還不知
道自己在幹什麼的。如今想來，對當年那群
百般包容的姊妹們，我們是十分心存感謝
的。在場地不夠理想，編寫的查經材料不夠
成熟等情況中，她們的寬容給我們許多學習
與成長的空間，讓我們日後可以繼續改進！

師母們與講員們
新澤西州小組長2010年合影

栽培明日的領袖
我們又想到，如果更新能為北美教會藉著查經小組或團
契，栽培出一群善於分解神話語的姊妹們該有多好。加上近年
來，由國內來的知識分子信主人數日增，他們將成為日後北美
華人教會領袖。如果更新能順著時機，盡上心力，在其姊妹中
培養出一群能推動讀經與查經風氣的領袖，不就是對日後教

2010密西根第一屆姊妹讀經營

在姊妹讀經營中，參與幫忙帶查經的師
母們頗多，其中包括：紐約新城歸正教會的
蘇傅麗秀師母；曾任新澤西州主恩堂，如今在多倫多牧會的江
周蕾師母；新澤西州美門教會的張徐宗和師母；新澤西州若歌
教會的黃鄧敏師母、林朱燕春師母（粵語）等。黃鄧敏師母更
是我們姊妹讀經營多年來的特約講員。此外，我們還有邱清
萍、梁潔瓊和莊劉真光等任歷屆講員。在此我們要特別感謝劉
真光師母，好幾次當我們講員臨時因故無法赴會時，她在很短

小組長事前預查工夫沒少下

出征密西根的小組長們機場合影

同工多年的小組長們，也都約好在八月底同往賓州「使者農
莊」過夜，拜訪Amish村，參觀「舊約會幕模型」，觀賞北美
聞名的基督徒聲光劇場（Sight and Sound Show）欣賞聖經音樂
劇 約瑟的故事 。大家都已下定決心，這次的團聚是純休閒式
的，當然這種好處不能漏了支持我們，也是我們所愛的另一半
們，所以凡有興趣的老公們也都可以同行！
在蘇傅麗秀師母八年來的帶領下，小組長們對歸納式查經
法也都學有所成，而開始被派「出差」。主恩堂的陸李維敏姊
妹與紐約新城的蘇傅麗秀師母，分別於2008年及2010年與更新
同工同往參與荷蘭讀經營的服事；今年當更新拓展密西根姊妹
讀經營時，主恩堂的吳凌巧惠與若歌教會的于張瑜芬則分別投
入負責帶領密州的小組查經及任講員。我們盼望日後這個事工
能有更多的拓展，有越來越多有經驗的小組長能加入更新義工
團隊，前往不同地區帶領人查考神的話語。

拋球式歸納分享
更新書攤—讀經要有好書來相配

的時間內義不容辭的上陣幫忙，對她的幫助及熱愛聖經的態
度，我們實在佩服，也心存感謝。

享用靈糧與美食
每年的姊妹讀經營之前，都有至少兩次的小組長查經預
查。過去全是由蘇傅麗秀師母帶領訓練，八年如一日，她將
深刻的研讀領受，平易清楚地示範講解出來，讓我們都受益匪
淺。而每次預查前，好些小組長必須與紐約下班時的堵車高峰
期奮鬥，開好幾小時的車程前來，相信她們的勞苦主必記念。
當然並不一定要等到見主面時祂才記念，往往在享受靈糧前，
主先藉著小組長中的烹飪高手讓我們大快朵頤來記念我們，
姊妹們雖然平日刻苦耐勞，但對美食也都很能存著感恩的心
來欣賞！

遠距電話禱告會
自今年（2010）開始，經由新小組長陳吳郁娜姊妹（更新
早年同工）的介紹，我們也開始趕上時代，第一次舉辦「遠
距禱告會」。十幾位小組長相約同時在電話中「去禱告室會
面」，一同敬拜，並為讀經營禱告。結果帶來意想不到的好
處：如今大家除了會在電話中「討論公事」外，也在彼此的
友情上升級。
更有甚者，大家對這種不必打扮就可「赴會」的禱告方
式興趣有增無
減，即使營會
結束後好幾個
月，還有小組
長與組員繼續
以這種方式集
體聯絡，粵語
小組相約要在
八月間，在一
位組員家中團
聚BBQ。至於
營會期間美食不斷，且有人服事

多年來，更新姊妹讀經營的查經材料都是根據以下三類討
論題設計的：
a. 觀察 ─ 經文的內容是什麼？
b. 解釋 ─ 經文的意義是什麼？
c. 應用 ─ 經文如何在我個人身上實踐？
因此小組長不必擔心自己的口才如何，她主要是以問問
題的方
式來帶
人查考
經文，
而組員
則按問
題找出
答案。
當然事
先的預
備很重
要，但
真正上
陣時發
環境優美的新澤西營地
言的卻
不是小組長。也是因為當場這種「拋球式」的分享多了，許多
小組的姊妹們也會開始分享自己的難處與需要，這也是每次營
會結束時，大家彼此依依不捨的原因。

且待下回見分曉
時間過得很快，一轉眼更新姊妹讀經營已有八年歷史。自
2008年始，我們又開始了荷蘭讀經營；今年在時梅姊妹的統
籌下，正式開始了密西根州姊妹讀經營，而明年該地的第二屆
姊妹讀經營也已開始初期的籌備工作。究竟神會把更新這方面
的服事帶往哪裏去呢？其實沒有人知道，但我們認為那是神的
事，至於我們呢？所有的小組長都同意，今年八月底好好一同
去賓州「使者農莊」渡兩天假才是要事。至於日後如何，我們
就一同等待著神的「下回分曉」吧！（長真文）

歷屆更新讀經營簡介
新澤西州姊妹讀經營
屆數

第一屆(2003)

第二屆(2004)

第三屆(2005)

日期

5/2-4/2003

4/30-5/2/2004

4/30-5/2/2005

講題

真認識祂！─約翰福音選讀

基督徒的氣質─登山寶訓研讀

祈禱與頌讚─詩篇選讀

講員

黃鄧敏/邱清萍

黃鄧敏/邱清萍

梁潔瓊

屆數

第四屆(2006)

第五屆(2007)

第六屆(2008)

日期

4/28-30/2006

4/27-29/2007

4/25-27/2008

講題

聽道與行道─雅各書

堅忍的愛─何西阿書

宣教與我─使徒行傳

講員

莊劉真光

黃鄧敏

梁潔瓊

屆數

第七屆(2009)

第八屆(2010)

第九屆(2011)

日期

4/24-26/2009

4/23-25/10

（約八月底/2011）

講題

如何作有智慧的女人─箴言選讀

以信以愛，候主再來─帖前後

海上家庭營─更新40週年慶

講員

莊劉真光

陳長真、謝曉薇、傅麗秀

拭目以待

荷蘭讀經營

密西根州姊妹讀經營
屆數

第一屆(2010)

屆數

第一屆(2008)

第二屆(2010)

日期

5/14-16/2010

日期

2/21-23/2008

1/14-16/2010

講題

如何作有智慧的女人─箴言選讀

講題

基督徒的氣質─登山寶訓研讀

真認識祂！─約翰福音選讀

講員

陳長真、謝曉薇、張瑜芬

講員

李定武

李定武、王琨、蘇傅麗秀

9月17-19日 (Friday-Sunday)

更新學院2010年
《申命記解經》BIB 128

亞特蘭大課程

講師：劉少平牧師／現任宣教士，前馬來西亞神學院研究院教務長並牧會多年，費城西敏斯特神學院舊約博士。
課程介紹：
藉解經探討申命記的文化和典型的背景、結構、主題，尤其本書在舊約和對新約的神學教導，以深入了解摩西在世的遺言，以及以色列人

對神的悖逆如何影響他們的前途，並對今日基督徒生活形態與事奉上的應用。
1837 Bill Murdock Road, Marietta, GA 30062

上課地點：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西北堂 (*新地點)

■ 其他報名，註冊，學費全部不變。請上更新傳道會網站 www.crmnj.org，或電話報名732-828-4545x10。

原價： $45.00
最後特價： $36.00/冊
*存貨不多 售完為止

折扣時間：即日起至8/31止

《更新研經之路》 《明白神的話》
原價： $6.00

原價： $5.50

特價：

特價：

$3.00

$4.00

[傳道事工]
◆ 美國新澤西州更新總部的傳道同工們
今年五、六月份十分忙碌：李定武牧師
分別去了中西部威州首府的麥城及南
加州的Acadia城帶領培靈會；呂允智牧
師，師 母 前 往 紐 約 州 水 牛 城 及 南 北 卡
州聯合退修會中服事；李陳長真及呂
謝曉薇師母及新澤西州姊妹于張瑜芬
及吳凌巧惠姊妹一同去密西根州帶領
五月1 4-1 6日 舉 行的 大底 特律 地 區「 姊
妹 讀 經 營 」 ，緊接著李師母又前往美南
維吉里亞州的Lynchburg帶領退修會中的
講座。更新傳道同工蒙神使用全是神的
恩典，也求神不斷裝備我們，能繼續被
祂使用。六月第二個週末，呂牧師將前
往加拿大愛城國語浸信會帶領聚會，李
牧師夫婦將去阿根廷，阿京首府的「拉
丁美洲神學院」近二週，教「釋經講道
學」及「歸納式查經法」，李師母則將
利用三個晚上講箴言選讀「如何作個有
智慧的女人」。求主賜福這些聚會。
◆ 感謝主，透過密西根州的更新之友時
梅姊妹以及當地同工們的辛勞籌劃，我
們第一次在密西根州舉辦大底特律地區
的「姊妹讀經營」。該營會已於五月16
日圓滿結束，並已決定明年繼續在此營
地舉行。請為這事工的發展繼續禱告。
◆ 感謝主，籌備已久的「弟兄讀經營」
已有了結果，目前決定在3/25-27/2011
年，租借「姊妹讀經營」歷年來在新澤西
州 南 部 America’s Keswick 的 營 地 舉 行。
籌備同工團包括陸寧馨長老（主恩堂），
楊秉剛弟兄（立石教會），王琨弟兄（普
林斯頓宣道會）及呂允智牧師（更新傳
道會）等人。這第一屆「弟兄讀經營」
的主題及講員們以及帶領的小組長們尚
在禱告、研討中，請為我們禱告，若您
有負擔也歡迎與呂牧師聯絡，電話：732828-4545 X 14 或 lu_crm@yahoo.com。
[ 文字事工]
◆更新下半年有好幾本書正在趕著製
作 與出版，包括：古德恩（Grudem）的
《系統神學》，迪亞倫（Diogenes Allen）
著，王建國譯的《靈修神學》等書，請
繼續為編輯部的同工們代禱。感謝主，
今年三月份出版的兩本「重量級」講道
的書：《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及《講
道者工作坊》自出版後，讀者反應頗
好，可能不久將再版，以供需要。

◆ 到目前為止，更新已有三本書在中國
出版：保羅•班德及楊腓力合著，分別
由吳文秋及高慶辰繙譯的《神的傑作》
及《神的形像》，以及最近出版的彭柯
麗的《密室》。感謝主，這些書的銷售
情況均甚好。求神使用它們，將福音傳
給更多的華人！

◆ 更新書室經理宋淑章姊妹過去在更
新服事一年多，在這段時間，她的事奉
使得更新書籍的推廣能更上一層樓，我
們十分感謝。但自今年七月起，她將返
台定居，日後將以部分時間參與台灣更
新分會書房的服事，請為她在台灣的生
活，及教會生活等的適應禱告，願神繼
續賜福與她及她的家人。

[門訓／宣教事工]
◆ 請為更新的門徒訓練同工周德威弟兄
忙碌的事奉行程代禱。他最近即將完成
在台灣東海大學從二月開始的門徒訓練
事工，接著從七月到十月間，他將前往
德國萊比鍚（Leipzig）繼續去年在那兒開
始的門訓事工。求主賜福給他健康的身
體，好多作主工。
◆ 請為緬甸事工主任央正義牧師及楊天
晶師母代禱。天晶師母於今年五月前往
台灣，在台大醫院治療，經醫生診斷，
需要一年的時間療養。央牧師打算用這
一年的時間在華神上一些課程。也計劃
在這一年內在緬甸及臺灣兩地往返。請
為他們在台灣的住宅及醫治費用，以及
他們不在緬甸期間事工的進展代禱，求
神眷顧！
◆ 新加坡更新的同工陳榮發傳道剛從緬
北視察事工回來，七月13-27日將前往蒙
古帶領聚會及視察事工。請代禱。
◆新加坡更新的董事成員姜維信牧師
（因年紀老邁，行動不便）及蔡金德牧
師（因個人理由）卸任董事一職。董事
會已接納他們的辭呈，並感激他們多年
來的同工。

[行政事工]
◆ 更新總部隨著事工擴展上的需要，辦
公室十幾部電腦的修護工作擔子也愈來
愈沉重，平時都由電腦排版組的章俊同
工負起這項重擔。最近北美更新董事陳
一弟兄，特地來更新替辦公室裝設了電
腦檔案備份系統，感謝主如今已能順利
運轉。
◆更新隨著事工的發展，很需要一位辦公
室的業務經理。經過一段時間的禱告，
感謝主，神賜葉百山弟兄前來，他已於
五月17日開始擔任這項事奉。葉弟兄在
新澤西州已居住了三十多年，與更新同
工認識已久，他的參與一定對日後更新
的事工有很大的幫助。我們十分感謝神
的帶領，也希望你們的支持與代禱。

[同工腳蹤]
北美同工
◇李定武牧師
六月
13日 新澤西州美德中華基督教會

14-27日 阿根廷拉丁美洲基督神學院
《設計釋經講道》課程
七月12日-八月19日
安息月
◇呂允智牧師
六月
6日 紐約華僑基督教會
11-13日 加拿大愛城浸信國語教會
20日 新澤西州迦恩堂
27日 新澤西州華人福音會
七月
11日 新澤西州迦恩堂、
美德教會、
費城信望愛教會
18日 賓州理海谷華人教會
25日 紐約赫德遜華語基督教會
◇周德威弟兄
七月-十一月
德國萊比錫（Leipzig）
門訓事工
新加坡同工
◇余達富牧師
六月
6日 宏茂橋畢士大堂
13日 迦南堂
20日 基督教錫安堂、
伯大尼播道會、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七月
4日 基督關懷會、
伯大尼播道會
11日 武吉阿讓福音堂
18日 武吉阿讓福音堂、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25日 恩典浸信教會、
優諾福音堂

2010年的服事到目前為止，對我來說
是頗不平凡的。透過不同的聚會，我遇到
得憂鬱症的基督徒特別多，而且橫跨不同
的年齡層、性別、華人文化，與學業及
事業上的成就。得憂鬱症是因人的罪嗎？
得病的人是自己不夠屬靈嗎？他們應算是
教會的二等公民嗎？這是我們華人教會的
一個禁忌，是講台上不談的題目，而少數
會談及這個題目的講台，有時又很不幸的
談得太多，而針對這個問題所教導的神的
話語又太少，有時甚至越出聖經輔導的範
圍。固然有關憂鬱症的問題，華人教會不
必大張旗鼓的開展事工，但面對時代的需
要，的確也是我們需要正視的問題。
但我更感興趣的是，這些得憂鬱症的
基督徒最後是如何走出來的呢？
從他們的身上，我看到神向愛祂的人
對自己個性作的宣告何等重要。祂當年曾
針對為悖逆的以色列人感到憤怒與沮喪的
摩西，說明自己名字的含義：「耶和華，
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 神，不輕易
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出
34: 6-7）幾千年來，祂也一直向信祂的人顯
示祂的這種個性。從那些由憂鬱症中走出
來之人的見證中，我們不得不讚美神的作
為，祂的確是「有憐憫有恩典的 神，不
輕易發怒，並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祂
不僅藉著醫生的手醫治他們，祂甚至在病
人周圍的人都不諒解的情況下，有耐性地
長年成為病人身心靈各方面獨一的幫助，
使他們最後有力量放下憂鬱的心情，固定
地起床讀經、禱告、作運動，以致慢慢走

出死蔭的幽谷。有時我一面聽他們的見
證，一面止不住讚美神，為祂向祂兒女所
示細膩的愛與關懷，以及祂那永不會主動
切斷的慈繩愛索獻上感謝。我們的神真是
奇妙偉大神！我們實在需要更多了解神的
名字與祂的屬性。
當神說到，祂有「豐盛的慈愛和誠
實」時，我們可以想像，在我們的神那
裏，我們可以支取那取之不盡，用之不絕
的愛。祂的「誠實」屬性就是「忠誠」
之意，但神有必要對祂的受造物「忠誠」
嗎？其實不必。就養狗的人來說，我們都
知道狗對主人有多忠誠，但主人對狗就不
然了，主人有可能會利用狗賺錢，會虐待
牠，也會把牠送人，但造我們的神從來不
會。祂造我們，又為犯罪的我們設計救
贖之恩，最後還要接我們去天堂與祂同坐
席，享受祂原有的一切榮耀！神「忠誠信
實」的本性是我們有罪性的人類很難想清
楚的。
神「有憐憫有恩典」的本性更使我們
得享許多原本不配得的益處。今天的社會
流行一種entitlement的心態。前兩年，美國
芝加哥有非法移民的大遊行，許多南美的
非法移民上街抗議，他們無居留權的孩子
無法正式入學；他們自己無法拿到駕照。
這種示威合理嗎？但這種世風往往也會
侵蝕我們對神恩典的看法，使我們對神那
「有憐憫有恩典」的本性缺乏感恩之心。
其實如果我們能常常對神心存感謝，我相
信基督徒當中得文明病的人可能也會減少
一些。「有憐憫有恩典」的本性是神獨有

的特點，但也是我們基督徒該學的功課，
願我們都能越來越像祂。
出埃及記34章7節神對自己的描述，
更可以讓我們進一步看出神那「有憐憫有
恩典」的本性：祂「為千萬人存留慈愛，
赦免罪孽、過犯和罪惡；萬不以有罪的為
無罪，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
四代。」平時當我們讀到這段經文時，我
們會覺得神好兇。其實「為千萬人存留慈
愛」亦可譯作「存留慈愛到千代」。這句
話的意思與出埃及記20章5-6節是一樣的，
該段經文也可以解釋作「恨我的，我必追
討他們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
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
到千代。」我們如果用數學方法來計算，
愛神的、願意守祂誡命的，祂必按祂的誠
實忠信向我們發慈愛，直到一千代，而恨
祂的，祂只向我們討罪三四代，那麼，究
竟我們的神是兇惡慘忍的神呢？還是滿有
恩典憐憫的神呢？數學好的基督徒自己去
算算吧！
感謝神，我們的神是有憐憫、有恩
典的神，祂有豐盛的慈愛與誠實，祂甚
至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罪人捨
了，把耶穌和萬物都一同白白的賜給我
們（羅8: 32），我們還有何可說呢？又有何
可以畏懼的呢？
今天無論你我生活在哪種生活型態當
中，讓我們都肯願意試著去經歷祂的屬性
吧！你就會慢慢發現，我們的好處的確永
遠不在神以外。(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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