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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從紐約回新澤西的通勤

火車開得特別慢，走走停停。車上擠滿

了辛苦一整天歸心似箭的上班族，埋怨

的聲音此起彼落，偶而還夾雜了一兩句

咒罵。時間越來越晚，窗外的蕭瑟寒冬

與車內的沸騰怨氣，形成強烈對比。沒

有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可能由於

太多人強烈表達不滿，列車長甚至沒來

查票。

那幾年我在紐約市的建築事務所工

作，住在新澤西，每天搭火車來回，遇

到這種情況，還是第一次。終於回到家

之後，才從電視新聞看到造成火車延誤

的原因，原來是有一個人臥軌自殺。而

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人不僅僅自己輕

生，還抱走了鄰居的小孩一同赴死。

看著新聞畫面中，小孩的家人哀嚎：

「為什麼？為什麼？」我腦裡浮現的，

是整火車疲累不堪趕著回家的旅客，臉

上或無奈或憤怒，全然不知當時正有一

個心中絕望的自殺者，抱著一個無辜的

孩童，在走向不歸路。

這幅圖畫，就像許多人的人生困

境。有些人在痛苦中選擇自我毀滅，同

時也造成對別人的傷害；更多人是為了

生活精疲力竭，對未來充滿不確定的擔

憂，遑論有餘力在乎，甚至眷顧旁人的

需要。人類的困境，始於亞當夏娃犯罪

後，通往生命樹的路斷絕了，雖然人類

的文明看來多采多姿，但歷世歷代人所

走的路都一樣，至終都是通往滅亡的死

路一條。如同約伯所發出的哀嘆那樣：

「人的道路既然遮隱，神又把他四面圍

困」（伯3: 23），這種無路可走的痛苦，

無處可去的恐懼，一直深深埋在人的靈

魂深處。

然而，希伯來書的作者發出了一

個偉大的宣告：我們有路可走了，因

為「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來10: 20）！

希伯來書讓我們看見，神的獨生愛

子耶穌基督來到人間，為要把人類從死

路上救回─「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

萬物所本的，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

去」（來2: 10）。希伯來書前面七章，都

在表明基督那超越性的身分；從第8章到

10章18節，接著說明祂所成就的那超越

性的工作。祂藉著成為更美之約的中保

（大祭司），獻上更美的祭物（就是祂

自己），為神人之間開了一條又新又活

的路！希伯來書10章19-25節，猶如羅馬

書12章1-2節一樣，位於全書關鍵性的位

置，呼籲我們從此應當如何跟隨我們的

大祭司，走在這條又新又活的赦罪、潔

文/呂允智

19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20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

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21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22並我們心中

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淨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23也

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24又要彼此相顧、激

發愛心、勉勵行善。25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

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希伯來書10:19-25



淨、相愛之路上。

I.又新又活的「赦罪」之路：

在希伯來書10章19-20節中，作者充

滿感情地提醒他的讀者，藉著前面所說

基督完成的工作，歷世歷代切切盼望的

終於實現。「弟兄們，我們……得以……

進入至聖所」（來10: 19），罪人有路能夠

回到神面前了。這是一條又新又活的

「赦罪」之路。

1. 通至聖所的路：

「……坦然進入至聖所」（來10: 19）

至聖所是以色列人會幕與聖殿裏最

神聖的地方，其中，有存放著十誡法版

的約櫃，約櫃上有施恩座。至聖所表達

出神的聖潔尊貴，樂於施恩，是神對摩

西發令，也是神與人相會的處所，但卻

是罪人無路可達，進不去的地方。連後

世的大祭司都只能每年一度在贖罪日進

入至聖所燒香獻祭，還要擔心因為有罪

或不潔淨，會在其中遭神擊殺。大祭司

袍子上金鈴鐺的響聲，彷彿訴說著罪人

心裏無法消弭的戰驚。

然而如今我們可以「坦然進入至聖

所」了！「坦然」一詞，即「放膽無懼」。

從前是污穢的罪人，不敢靠近這位聖潔

威嚴的審判者；如今卻是得著白白救恩

的兒女，可以親近慈愛的天父。

「坦然」，並不是一廂情願自以為

是。有些弟兄追女朋友的時候，跑到女

孩子面前宣布說，「神感動我要和妳結

婚」，你想那女孩子會嫁給他嗎？他得

到的答案很可能是，「奇怪，神怎麼沒

有感動我？」我一直記得當我在追我的

第一個女朋友也就是如今的太太時，寄

出第一封情書，還沒接到回信，就意外

遇到她，我當時的緊張，就在她衝我一

笑中完全化解，我知道我被她接受了。

「坦然」，不是建立在盲目無知的勇

氣，而是建立在被接納的確信。

2. 穿過幔子的路：

「祂給我們開了……路，從幔子經過，

這幔子就是祂的身體。」（來10: 20）

原先隔絕的神聖禁地，現在可

以坦然進去，這是因為「祂給我們開

了……路」。

至聖所外有幔子阻隔，其上繡有天

使 的形像。聖經中對 的記

載，最先是出現在亞當夏娃犯罪後，他

們在伊甸園東把守通往生命樹的道路

（創3: 24）；其次，就是在至聖所前的幔

子上（出26: 31；36: 35；代下3: 14），以

及遮掩約櫃上的施恩座（出25: 18-22；37: 
7-9；來9: 5）。所以當祭司看到至聖所前

繡有 的幔子時，往往會想到罪人被

隔絕在神的生命（生命樹）、聖潔（至

聖所）與恩典（施恩座）之外。

耶穌死在十架上的時刻，殿裏的幔

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太27: 51；可15: 
38；路23: 45）。希伯來書此處經文指出，

這幔子是基督的身體，因著耶穌身體的

破碎，所有阻隔就被打通，人可以回到

賜生命、聖潔與恩典的神面前。

「凡祭司天天站著事奉神，屢次獻

上一樣的祭物，這祭物永不能除罪。」

（來10: 11）不是因為祭司獻的祭物終於

累積夠了，不是因為罪人的祈求終於打

動神了，更不是因為罪人終於想到了進

入幔子的方法，而是那先前設立幔子將

罪人隔絕在外的神，親自將自己的兒子

「獻上成為永遠的贖罪祭」（來10: 12），
幔子裂開，「祂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

的路」，回到祂面前！

3. 寶血所開的路：

「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進入至聖

所」（來10: 19）

這條又新又活引入至聖所的路，也

是一條血路，是耶穌獻上自己的寶血為

贖罪祭所開的路。在設立聖餐時，耶穌

說祂的血是赦罪與立約的表記（太26: 
28；可14: 24；路22: 20）；祂也宣告過，

喝祂血的人有永遠的生命（約6: 53-56）。

前年家母在台灣開刀切除腦瘤，手

術中大血管崩潰，為了止血救命，醫師

緊急封住右腦的主要動脈，情況極度危

急。醫生告訴家人即使母親能存活，因

腦中缺氧，也恐將成為植物人。聽了這

晴天霹靂的消息，我次日立刻趕回台

灣，每天在加護病房陪伴母親，握住她

的手對她說話，也為她禱告，看著昏迷

不醒的她，心中難過不已。

感謝神的恩典，數天後，我居然發

現她的手指有輕輕的回應。數週後，母

親逐漸甦醒了，原來因破裂而被封住的

血管，不但破口合起來，阻隔也被血所

沖開。腦中繼續有血供應，生命就恢復

了。經過半年的復健重新學習說話行

動，現在她已經能在看護陪同下，每週

走路到教會敬拜主。

我從前沒有強烈感受到生命在血中

是什麼意思，現在親自經歷到母親身上

的奇蹟，她從長期的昏迷中甦醒，是

神的恩典使血沖出了一條路，帶來了

生命！

甚麼能將人從那不止息的罪擔與死

亡中釋放出來呢？惟有賜人生命的主

─耶穌─「用自己的血……成了永遠

贖罪的事」（來9: 12）。我們「得以坦然

進入至聖所」，全是「因耶穌的血」，當

我們走在這「又新又活的路」上時，怎能

不繼續靠著祂的血，來洗淨我們的心，

除去我們的死行，使我們事奉那永生神

呢？（來9: 13-14）

II.又新又活的「潔淨」之路：

以色列人出埃及進迦南時，是由祭

司抬著約櫃引導百姓前行（民10: 35）。

如今，基督不僅將自己獻上成為更美的

祭物，為我們打開又新又活的「赦罪」

之路，進入至聖所；祂也成為更美的大

祭司，在前面帶領我們走在這條又新又

活的「潔淨」之路，來到神面前。

1. 君王祭司的路：

「……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來10: 

21）

人間的大祭司永遠擺脫不了人的軟

弱，但希伯來書形容基督說，「像這樣

聖潔、無邪惡、無玷污、遠離罪人、高

過諸天的大祭司，原是與我們合宜的。

祂不像那些大祭司……」（來7: 26-27），

祂是按麥基洗德等次，不是照屬肉體的

條例，而是照無窮之生命的大能，成了永

遠的大祭司。

希伯來書9-10章裏多次強調，基督這

位大祭司的工作是一次就成全的，如今

祂坐在天上至大者寶座的右邊，治理神

的家。「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

在神的右邊坐下了。從此，等候祂仇敵成

了祂的腳凳。因為祂一次獻祭，便叫那得

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來10: 12-14）我
們靠著祂的治理，得以內外更新，長大

成熟，成為「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

（彼前2: 9），走在這條又新又活的「潔

淨」之路上，預備迎接神國度的降臨。

祂已經坐著為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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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2: 14-15），

我們的一生有這榮耀的倚靠和指望，再

也不必繼續活在犯罪的惡性循環中，飽

嚐罪的惡果，滿懷憂驚，走向死亡。



2. 內外更新的路：

「我們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

用清水洗淨了。」（來10: 22）

某次參加一個年輕人福音營，領詩

的姊妹對慕道友大聲疾呼：「你不需要

改變，就可以信耶穌！」沒錯，人若是

需要改變才能相信，沒有人能夠得救。

可是，我們卻不能講：「即使信了主以

後，你也不需要改變！」信仰本身要帶

給人改變。

這位大祭司的治理，帶給人兩方面

的改變。首先是裏面的：在「心中」天良

的虧欠，因灑了基督的血就得以除去。

就如摩西在西乃山接受聖約時，用血灑

在百姓身上。又如贖罪日禮儀，用山羊

與公牛的血灑在各樣聖物器皿上（見

來9: 13-21），使其潔淨。

天良的虧欠被除去，決不意味我們

從此可以放任行為。希伯來書此處強

調，在灑血除去良心之虧欠外，還要用

清水洗淨「身體」，這可能是指舊約潔淨

的規矩，代表新約洗禮的意義，也有人

認為是聖靈（約3: 5）或聖道（弗5: 26）
的工作。無論如何，經文中良心與身體

的對比，表達的是由內而外的對比，是

指要完全的意思。心中的虧欠若未除，

外表再修行粉飾也無用；而生活上若毫

無改變，也可能正是反映出內心仍有

污穢。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惟心的，只管人

的內在而已。裏面除罪洗淨的新生命，

必然要活出外在聖潔的新生活。這兩者

相輔相成的工作，是要在大祭司的治理

下，讓我們走出一條從內到外更新與潔

淨的路。

3. 信心信實的路：

「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

前；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

搖動，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來

10: 22-23）

我原來是個不會整理房間的人，從

小我的書桌就非常凌亂。結婚多年，受

到太太許多好的影響，甚至某次，我哥

哥來我家時大吃一驚說：「這真是我弟

弟的房間嗎？」我洋洋得意地對他說：

「沒錯！我現在比起當年可是大有長進

了！」我真心相信自己已經改變了。直

到某次，太太回台看望家人三週，只有

我一個人在家……改變並不容易，改變

的維持更困難。三週的考驗證明了我的

改變需要太太的協助。

大祭司治理神家的目的，就是要改

變我們，除去心中天良的虧欠與身體的

污穢。然而改變若要維持，我們時時需

要這位大祭司的同在。希伯來書作者對

每一位活在這位大祭司治理下的人，發

出兩項呼籲，「來到」和「堅守」，這兩

個動詞的希臘文都是現在時態，表示持

續不斷的動作：

首先，我們要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

心來到神面前。因人無力自救，所以得

救是靠神的揀選與拯救，人的責任是以

信心接受救恩。然而信心要有行為（雅2: 
14-26），但在信仰的成長過程中，成聖

仍是神的工作，因此信徒的責任是藉著

順服把神的潔淨工作活出來！因為神是

信實的，我們抓住神的應許，以誠心和

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把自己獻在基督

手中，讓這位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

穌（來12: 2），不斷地以祂的信實在我們

心中動工，堅立我們的信心。

其次，我們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

望，不至搖動。這段聖經，清楚地描述了

當我們來到神面前，在風吹雨打的考驗

中，之所以能堅守那不致搖動的確據，

是因根基建造在磐石上，也就是基督耶

穌堅定的信實之上（見太7: 24-27）。
我們之所以能「持定所承認的道」，

不但因為我們有一位已經升入高天尊榮的

大祭司，祂的工作永遠有效，也是因為

祂能「體恤我們的軟弱」，所以我們

能「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

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來4: 14-16）。祂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來2: 17），站在神與人之間，不僅對神

忠信，也向人慈悲，為凡順從祂的人成

了永遠得救的根源（來5: 10）。

III. 又新又活的「相愛」之路：

基督既是成就贖罪救恩的祭物，又

是在神家中作潔淨工作的大祭司；我們

在祂治理的家中，也當效法我們慈悲忠

信的大祭司，對神忠信，來到神面前，

堅守不搖動，同時也向人慈悲，活出彼

此相顧、彼此勸勉的生活，走在這條又

新又活的「相愛」之路上，等候「君

王」的再來。

1. 相愛行善的路：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

善。」（來10: 24）

最能彰顯神的聖潔與公義，不是神

的審判，而是神的救恩，因為神就是

愛！而神的百姓對神有信心有盼望，彼

此之間一定會彰顯出神的愛。

愛神與愛人是對基督徒最大的命

令，彼此之間也有一定的關係。要先得

到神的愛，才能愛神；要先愛神，才能

合宜地愛人。約翰福音13: 34-35中，基督

要求門徒用祂的愛來彼此相愛。愛不是

個人在苦修鍛鍊中可以學會的，愛必須

在群體生活之中，甚至在關係困難的考

驗中，才得以激發成長。信心的行為其

實就是愛心的行動（雅2:14-17），而愛

心是藉著在生活中活出的善行表達的。

這是教會群體生活的特色，信仰從

個人的赦罪得救，進展到生活聖潔，再

在神子民群體中活出真實的愛來。真正

跟隨基督的人，必然會將敬虔的生命落

實於生活中的相愛與行善！

2. 聚會敬拜的路：

「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

人；倒要彼此勸勉。」（來10: 25）

真正的相愛一定有屬天愛的來源。

希伯來書在此「不可停止聚會」的命令，

為的是讓眾人能在聚會敬拜中，享受神

的愛，向神表達愛，也學習彼此相愛。

在此所提的「那些停止慣了的人」，

恰似今天許多自稱信主卻不參與教會的

人，或是只在電視、電腦網路前崇拜的

信徒。他們把敬拜當作生活的點綴與娛

樂，把聚會的功能縮小成聽道與交際。

沒有肢體生活，沒有在主內的相愛，沒

有委身參與事奉，也沒有金錢、時間、

心血的奉獻。雖然停止聚會的人可能是

因為教會不完美，曾經受傷失望而離

開，然而教會既然是神的家，應該就是

信徒在其中委身學習敬拜與相愛的地

方。讓我們在這未臻完美的地方，一同

接受大祭司的治理，除去污穢，學習持

續聚會並操練相愛。

3.盼望等候的路：

「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

（來10: 25）

對永恆的期盼，更是幫助信徒維持

聚會的動力。信徒的人生觀因著這種期

盼，就與世人不同。我們所信仰的，固

然是要影響今生今世，但更要能從永恆

的角度，來衡量今生事物的價值。若不

從永恆的角度來看今生，我們無法活出

神要我們活的生活。



今年三月我讀《咫尺天堂》時，感覺是一場驚喜之旅！作

者伊麗莎白與丈夫約翰一同擔任《標竿雜誌》作者及編輯達五

十六年，多年來旅行世界各地，藉寫作採訪故事傳揚福音，彰

顯神的榮耀。他們的著作中有：《密室》、《虎穴亡魂》、《死

亡九分鐘》，及《聖經特攻隊》等膾炙人口的作品。《咫尺天

堂》是作者自傳，也是一首精彩的生命之歌。作者發現：天堂

比今生腳踏之地更為真實！她述說自己如何進入信仰的奧祕之

旅，也期待讀者回顧、前瞻並環顧，不斷探索走在信仰道路的

奧祕之中：你是怎麼進來的？要怎麼形容那種感覺呢？天堂又

在哪裏呢？

作者指出：每個人的信仰之旅，對自己而言往往都是渾然

不覺的，在踏上旅程時奧祕就開始了。只有回首所來之路時，

才能清楚明白：自始自終，耶穌就是那條道路。

當作者夫婦踏進《標竿雜誌》的大門時，還不是基督徒！

卻能蒙神所用，及至現在回顧一生，在種種平淡中，卻隨處都

見神的恩典滿溢！

本書包含三部分：在我背後、在我周圍以及在我前面的

天堂。

在我背後的天堂

伊麗莎白在輪船旅程中認識約翰，他們同在日內瓦念大

學，因有成為旅行作家的共同理想而結合。他們在瑞士日內瓦

申請結婚的過程，讀來令人捧腹驚喜。

伊麗莎白因有不快樂的童年，一生個性孤僻，被憂鬱與恐

慌症纏累，難與人建立親密關係，造成結婚初期關係的緊張與

壓力。

他們兩人的長輩雖都有信仰淵源，但他們對信仰幾乎一無

所知。婚後回到美國本土，經歷到戰後經濟蕭條、一職難求

的窘況，孩子又在此時報到，靠著娘家的接濟生活。約翰到新

成立的信仰刊物《標竿雜誌》應徵工作，雖表明自己還不是信

徒，但仍然被編輯連恩理索（Len LeSourd）視為這份工作的第

一人選，理由是：如果這份雜誌所傳揚的信仰有甚麼特殊之

處，那就是這個信仰必然會在適宜的時機臨到你！

回顧過往的這段天堂之旅，是上帝為他們開了門與道路，

不但通向天堂，也在過程中，透過夫婦的同心創作，寫下許多

聖徒的故事，讓基督徒的信心大得激勵！

在我周圍的天堂

不久，他們有了三個小孩，伊麗莎白也加入了《標竿雜

誌》，他們常將孩子放在旅行車裏，縱橫東西南北，繞行萬里

征途，一起從事旅行寫作。他們訪問過一些有趣的人：杜魯門

總統、希區考克、馬丁路德金恩、阿拉斯加屯墾居民……等。

在路程中他們談到信仰，相約參加聖馬可聖公會教堂（St. 
Mark’s Episcopal Church）連續十週的主日崇拜，期待他們能自

由來去，沒有人注意，在沒有任何壓力的狀況下認識信仰。當

天的確沒有人注意他們，知道神聽了禱告，這正是他們要找的

教會。由此開始，伊麗莎白逐漸認識神，她的一生成為朝聖之

旅─每天發生的事，無論是孩子生病、付房貸……都成為達

到最終目標的踏腳石。

隨著孩子的成長，生活的壓力日益加重。雙方父親此時也

通往信仰的心靈祕徑
—讀《咫尺天堂》有感

文／曹之媛

（上接第3頁）

經文說「那日子臨近」，是基督再

來的日子，就是神審判，也是賞賜的日

子。盼望這日子，幫助我們面對自己今

生的不完全，全心接受基督寶血的救

恩，歡迎大祭司的潔淨工作，在今生未

臻完美的教會中，參與聚會敬拜，學習

相愛與行善，儆醒等候審判與賞賜早

日來到，那是完美的神國全然降臨的

日子。

幾年前，在帶領某教會小組長訓練

課程時，認識一對夫妻，他們當時剛決

定接下團契聯絡的事奉，後來也常邀我

去他們的團契分享信息，給的題目經常

是「基督徒的得勝生活」。在接觸中，

我了解到這個團契裏有許多人面對著信

仰、婚姻、兒女、健康與工作等「老、

大、難」的問題。我常想，要講什麼信

息，才能幫助他們面對這麼大的挑戰

呢？面臨失業、生病、親人過世與家庭

等現實問題，聽道能解決問題嗎？直到

最近，再去參加他們的聚會時，我觀察

到實質的問題還在，沒有完全解決。但

是聚會中，弟兄姊妹在唱詩敬拜時有感

情的投入，查經時對神的話有認真的思

考與討論，而在禱告中經歷到彼此間真

實的相愛。生活的重擔與難處還在，但

是他們當中有基督同在的喜樂，能體會

到神的恩典在人的軟弱上彰顯出來……

這正是「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

善」的寫照。

在人生中面臨無路可走的痛苦，

無處可去的恐懼時，讓我們來跟隨耶

穌，走在這條又新又活的赦罪、潔淨、

相愛之路上。祂是最美的祭物，使我們

的人生方向可以坦然無懼回到賜生命的

主面前；祂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使我

們每一天可以住在祂的家中，靠祂活出

聖潔的生命；我們的人生，可以不再是

一條毀滅自己傷害別人的不歸路，而是

在世上經歷彼此相顧、彼此勸勉的相愛

生活，同心盼望那位升入高天尊榮的君

王，早日再來，接我們與祂一同進榮耀

裏去（來2: 10）! 



相繼過世。伊麗莎白為憂鬱症所苦，每週要與心理醫師約談三

次，而生命中更大的危機出現─約翰得了蔓延特別快的一種

淋巴癌。這晴天霹靂讓他們當時幾乎失去了生活的支柱，只能

將重擔交在耶穌的手裏！

約翰的癌症第一次開刀過後，三年半後癌症又復發。第二

次開刀之前，慌亂中準備前往醫院的緊急時刻，好友來電要他

們繞過去，談話的內容不是預期的代禱，或代為照顧孩子之類

的事，卻是嚴肅地問道：「約翰，你相不相信耶穌是真神？你

在天堂裏是否有永恆的生命，全繫於你的答案。」當時雖沒有

回答，在沉默的驅車往醫院途中，約翰終於說出：「我相信基

督是真神！」 

這次手術生死交關，在過程中約翰肺部塌陷無法呼吸，作

了氣切急救。原本預計兩個小時的手術，竟然花了六個小時！

就在生死搏鬥過程中，約翰經歷到耶穌在大光中進到他裏邊，

這個經歷，讓一切的疼痛都算不了什麼！那晚，約翰在生死邊

緣掙扎的同時，也在天堂裏面！

在我前面的天堂

作者認為每個人都曾嘗過天堂的福樂，應將這經歷看為是

自己的「天堂之窗」，把它們收藏在記憶裏，在天堂似乎遙遠

的時候拿出來思想。

有一次，在《標竿》的研習會結束後，伊麗莎白坐在車

裏，凝望著車道盡頭的白楊樹，突然間秋日的陽光，散裂成無

數個閃亮的細小碎片，迴旋跳著最原始的舞蹈！這個令人震驚

的景像，讓她無言以對！她感受到世上事物的基本結構，不論

現在或永遠，都超過所能想像的美善。

 「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尼8：10）希

伯來書說，耶穌「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忍受了十字架的苦

難。的確，這喜樂真實地就在眼前。

在《死亡九分鐘》出書後，許多讀者問：誰可以進入光

明的天堂呢？為奴隸自由與婦女權利奮戰的神學家亨利．畢契

（Henry Ward Beecher）曾說：「我在天堂中可能會遇到三件

驚奇的事：第一，我發現那些我從不認為會在天堂裏的人，卻

站在被揀選的行列；第二，我到處找那些我以為夠格進天堂的

人，卻找不到；而最大的驚奇是，我自己居然也在那裏！」

我是否能進天堂呢？有那麼多的罪纏累著我，怎麼努力我

們都達不到聖潔……惟有定睛在耶穌身上，我們是靠著恩典得

救，更是靠著恩典生活！惟有神的恩典引領我們邁向天堂！

要怎樣才能將眼目離開生命中那些纏結，而從「天堂那一

面」來看自己的生命呢？歷世歷代的聖徒們只有一個答案，那

就是：禱告。

禱告是天堂的大門，那些最不會因試煉而喪志的，都是每

天踏進天堂之門的人。

一本豐富的生命之歌

這是一本生命之歌，述說作者和夫婿約翰的信仰之旅，時

間跨越半個世紀，空間遍及亞、歐、美等多國，書中不時出現

許多印象鮮活的人物，與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中有平凡的小人

物，也有赫赫有名之輩，共同之處是他們都有著不凡的信心，

深信那在天上更美的家鄉，也因此，他們能超越世上的患難！

本書文筆優美，翻譯流暢，引用了許多與內容相呼應的美

好詩句，讀來如飲佳釀，淋漓痛快，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

值得細細品味。

讀完本書後，有關天堂的印記縈繞於心，常常提醒自己此

刻就是走在天堂的路上，甚至已經在天堂。我在台大醫學中心

的癌症候診室、在聯園的游泳池裏、在竹中兼課的課堂上、在

讀書會裏、在探望癌症病人時，甚至在親子關係的衝突中，上

帝讓我看到天堂，世上雖有些不好過、感覺扎心的時刻，但是

感謝主：祂讓我生命中充滿盼望，感恩！ 
本文作者為更新台灣讀者。

心裏的觸動
—讀《咫尺天堂》有感

文／宜晶

當我在《咫尺天堂》中讀到米雅的故事時，心裏有很大的

觸動。我跟米雅一樣，從小對愛有很大的渴望，以致於每當有

人表現出願意愛我的時候，就會抓住那人不放，人家就會被嚇

跑。跟她一樣，抓得太緊，蠟臉娃娃就融化了。所以在不知不

覺中，我開始變得反其道而行，當別人要關心我的時候，我會

表現出漠不在乎，刻意疏離的樣子，讓人沒有機會傷害我。心

理矛盾又複雜，沒有辦法與人建立深入的關係。

最讓我吃驚的是，作者伊麗莎白的成長背景跟心態發展跟

我簡直是如出一轍：在成長過程中處處與人競爭，表現得比別

人好，只為得到愛和讚賞。我一直在逃避生命中這些問題，但

是看到伊麗莎白和米雅的故事，我想是神給我的提醒，讓我知

道這些問題需要處理。我知道我不能寄望人的愛，而應該仰望

神，因為只有祂能夠供應我所需要的愛。

現在我可以告訴自己，神既然允許這些問題發生，就代表

這些問題終究會指引我到神那裏去，在這一生中就經歷天堂。

 
本文作者為更新美國讀者。



關心更新宣教事工的弟兄姊妹：

主裏平安。

感謝神對更新宣教團隊的帶領，在工場上

的屬靈爭戰中，不斷地經歷祂的恩典夠用。

近來在緬甸宣教的屬靈爭戰似乎特別厲

害。更新的緬甸同工在進行重要事工時，同工的

親人往往會大病一場，這是我們過去從未覺察

的，而今天已從懷疑到確定的事實。這並非個別

的案例而已，就如幾乎每一次在舉行佈道會時，

緬甸同工李仕仁傳道年幼的孩子，就會因發高燒

而哭鬧不停。還有一次李傳道在騎電單車事奉途

中，連人帶車無故跌進水溝裏受傷。

最近當緬甸更新事工主任央正義牧師， 

剛展開的第三項扶貧企業—飼養蛋雞而忙碌

時，央師母楊天晶傳道卻患上了嚴重的C型肝

炎。經過了種種困難申請到台灣的醫療簽證。

央師母在前後需時一年的療程中都得留在臺

灣，而央牧師就得在緬甸（推動事工）及台灣

（照顧妻子）兩地往來奔走。求主醫治央師母

的身體，並且供應他們所需的費用。

更新宣教團隊在開荒植堂、福音學校事工

外，也持續推動扶貧事工與畜牧等特別計畫。

過去已有橡膠園、茶園，養豬養牛的項目。目

前我們憑信心在緬甸開始養雞場的計劃。雖然

得不到足夠的經費，在租來的土地上建蓋了一

個簡陋的養雞場，飼養了一千隻蛋雞，經過央

牧師及兩位工人的細心照顧管理，從五月開始

每天都能收到八、九百粒雞蛋。我們計劃要飼

養三千隻蛋雞，這也意味著需要加蓋更大的雞

舍及添加兩千隻蛋雞。我們仰望主供應所需要

的經費新加坡幣$25,000(美金約$18,300)。
更新差往阿富汗的羅宣教士最近由於當地

局勢緊張，未能獲得較長期的簽證。目前正以

商人的身分申請商務簽證。求主開路，好叫事

工不因簽證問題而受影響。目前正處於建蓋

馬鈴薯廠房的階段，需要他督促整個建造的

工程。

蔡宣教士及吳宣教士夫婦在阿曼

接受阿拉伯語言裝備將於明年初完

成，之後我們將與其他宣教單位聯合

開辦語言中心，分別提供學習英語、

漢語及阿拉伯語言的課程，藉此建立

商業的平臺， 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的

宣教異象而齊心努力。這中心盼能成

 宣教士前往中東的門檻，他們可以

在此得著屬靈、心理、語言及文化方

面的預備，並且重新得力。求主賜給

同工們聰明智慧來計劃，並有足夠的

資源與能力去執行。

陳傳道將於七月中，帶領另一位

傳道人前往蒙古 期兩週的短宣。帶

領蒙古更新教會的夏令會並培訓當地

信徒。求主保守他們有美好的事奉與

平安的腳蹤（請見本頁相片）。

感謝主願意使用更新的宣教事

工，靠自己的能力，我們無法完成任

何的宣教使命。回想起1996年拎著一

個背包上緬北短宣時的情景，當時沒

有什 責任，也沒有經費壓力。而如

今，負擔與壓力有增無減，需要人更

多的禱告，倚靠等候神的作 。雖然

懷念十四年前的輕鬆，但在壓力中經

歷神的恩典作為，更為寶貴。異象與

負擔的實現，帶來事工更大的挑戰。

感謝您對更新宣教事工的支援。願榮

耀歸於三一真神。

主恩浩大，主愛深廣！

�

新加坡更新傳道會總幹事

余達富牧師 敬上

編者按：有心支持更新宣教

事工者，在美國可透過更新

總部，得到奉獻免稅收據；

其他地區請與新加坡更新傳

道會直接聯絡。

蒙古更新教會事工圖片：

時間：2010年7月

新加坡更新傳道會陳榮發傳道提供

蒙古更新教會復興特會

蒙古更新教會復興特會

蒙古更新教會河中浸禮

蒙古更新教會兒童事工 蒙古更新教會兒童事工



[傳道事工]

◆雖然到了七，八月份的暑期，更新的

傳道同工們十分忙碌：李定武牧師陳長

真師母雖在歐洲休安息年假期，但仍在

德國、荷蘭等地帶領聚會；也與門訓同

工周德威弟兄在德國會面，商討事工推

動事宜。呂允智牧師及謝曉薇師母留守

新澤西州總部辦公室，除了在主日去紐

約州、賓州等地不同教會分享信息外，

也積極安排預備下半年的事工。

◆感謝主，明年（2011）將是更新傳道

會成立的四十週年。我們將暫停每年一

度的「新澤西州更新姊妹讀經營」，而

代以第一屆的「更新弟兄讀經營」，時

間已決定在3/25-27/2011年，假新澤西

州南部美國凱錫克營地舉行。主題暫定

「由大衛看合神心意的人生」。籌備同

工團隊包括陸寧馨長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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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讀經營的小組長們尚

在禱告邀請中，若您有負擔也歡迎與我

們連絡，電話：732-828-4545X14 或電

郵：lu_crm@yahoo.com。

◆為慶祝更新傳道會成立四十週年，明

年另外一項特別的安排活動，是盼望在

八月底舉辦「更新海上家庭營」。此消

息在5月份的禱告信上刊出後，引起極熱

烈的反應。目前許多細節安排還在進行

中，請大家在禱告中記念。並隨時注意

更新月刊、禱告信與網站的消息。盼望

此活動能使更多人得著幫助，也喜歡讀

經查經。 

[文字事工]

◆更新下半年有好幾本重量級的書正在

趕著編輯製作與出版，包括：古德恩的

《系統神學》，迪亞倫著，王建國譯的

《靈修神學》等書。請特別為編輯、校

對與排版的同工們，需要格外的耐性

與細心，以及印刷經費上龐大的需要

代禱。

◆更新近日將要再版李定武牧師的《設

計釋經講道》一書，新書將附贈光碟一

張，內容包括李牧師與同工精心設計製

作的講章蛛網圖模版，以及三篇講章的

聲音檔、講章設計說明、正式講章與蛛

網圖等檔案。按部就班詳細說明講章的

設計完成經過。請在代禱中記念，相信

這張光碟，對有心學習講道的傳道人，

會有極大的幫助。

◆除了更新已在中國正式出版的三本

書：《神的傑作》《神的形像》以及《密

室》外，我們也開始進行其他簡體字書

籍之發行。請為已經出版的書感謝主，

它們的銷售量甚好，盼能被神使用，將

福音傳給更多的人！也求主保守其他的

出版計畫，無論是與海外的英文原出版

社打交道，還是與海內的政府機構，出

版單位的協調，都能順利，將豐盛的生

命藉文字書籍，帶給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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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前往德國萊

比鍚（Leipzig）繼續去年在那兒開始的門

訓事工。求主賜福他在哥倫比亞神學院

的學業，能早日完成。也給他健康的身

體，好多作主工。

◆請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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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為C型肝炎，需要一年調養治療的時

間。央牧師計劃在緬甸及臺灣兩地往

返，照顧妻子與事工，也在台灣華神上

一些神學聖經課程。請為他們在台的生

活、治療與學習，以及緬甸事工的推動

進展代禱，求神眷顧！

[行政事工]
◆感謝主，更新辦公室新任業務經理葉

百山弟兄，基本上新上手的各項事務已

經上軌道。葉弟兄在新澤西州居住多

年，與更新同工認識已久，做事細心的

他長於整理檔案，建立系統，相信對日

後更新的事工會有很大的幫助。我們一

方面感謝神的帶領，也請您支持與代

禱。

◆我們為更新辦公室行政部門的幾位新

同工感謝主，除了若歌教會的葉百山弟

兄外，尚有來自主恩堂的余金嬋姊妹，

美門教會的徐瑜姊妹。相信行政部門的

穩定發展，會帶給更新團隊在文字、傳

道與訓練事工上更大的幫助，也產生更

深刻的影響力。

◆更新前書室經理，日前回台定居的宋

淑章姊妹的父親宋文澂老弟兄，於七月

底在美蒙主恩召，歇下世上勞苦。在新

澤西州舉行追思聚會，會中放映宋老弟

兄生平幻燈時，發現他在1992年受浸

時，居然是由現在更新傳道同工，當時

任紐約證主教會長老的呂允智牧師所施

浸。光陰飛逝，人事變遷，主愛永存，

令人感懷不已。請在禱告中記念宋姊妹

全家人，願神安慰。也請記念宋姊妹日

後的事工參與，她將以部分時間，參與

更新書籍網路推介銷售事工。

[同工腳蹤]

北美地區

◇李定武牧師 

七月12日-八月19日
  安息月

◇呂允智牧師

七月

 5日 紐約靈命進深會擘餅信息

 11日 新澤西州迦恩堂、美德教會、

  費城信望愛教會

 18日 新澤西州美德教會、

  賓州理海谷華人教會

 25日 紐約赫德遜華語基督教會

八月

 1日 新澤西州迦恩堂、

  賓州理海谷華人教會

 8日 紐約橙郡華人基督教會

 15日 水牛城衛斯理華人教會

 22日 紐約基督徒會堂、大使命聖經教會

 29日 新澤西州華人福音會、

  費城信望愛教會

◇周德威弟兄

七月-十月 德國萊比錫（Leipzig）
 法蘭克福（Frankfurt）門訓事工

八月

 22日 萊比錫華人教會

◇余達富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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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1日 聖經教會、伯大尼播道會

 8日 長老會沐恩堂、淡申律浸信教會

 15日 衛理公會愛加倍堂、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18日 楊厝港福音堂

 22日 衛理公會愛加倍堂、加東福音堂

 27日 -九月2日 
  印尼坤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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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咫尺天堂》
All the Way to Heaven
伊麗莎白•雪瑞爾  著/張曉薇 譯

哪個蒙恩的信徒不期待有一天在天

堂與耶穌見面？但你曾想過那邁向

天堂的路程本身就是天堂麼？本書

邀請您與作者同行，進入一個比眼

見還要真實的世界。

原價 $14.00／特價 $12.00

《瞬間永恆》
Glimpses
李陳長真 著

作者以幽默的筆法，從聖

經觀點描寫人生，希望由

瞬間即會流失的種種生活

瑣事中，捕捉一絲神永恆

的作為。

原價 $13.50／特價 $11.00

《古塔奇緣》
The Tower of Geburah
白約翰 著/嚴彩琇 譯

比《魔戒》更深刻精彩的寓言故

事。作者藉三個孩童在另一個世界

中的歷險經歷，點明人的本性及需

要，並勾畫出永不改變的真理，高

潮迭起、引人入勝。

原價 $9.00／特價 $5.00

更新文學月書房特惠活動

在心靈中開一扇窗，指向天堂；搭一座梯，通往永恆！

郵費另計，優待期至今年九月底止。請在網上購買 www.crmnj.org，或來電732-828-4545 x 11。

◆亞特蘭大課程

申命記解經－劉少平牧師

藉解經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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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對今日基

督徒生活形態與事奉上的應用。 

上課地點：1837 Bill Murdock Road, Marietta, GA 30062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西北堂)
上課時間：2010年9月17, 18, 19日 (星期五 6:00pm-10:00pm, 星期六 9:00am-5:30pm, 星期日 2:30pm-7:00pm)

◆新澤西州課程

末期先知書解經 － 陸蘇河教授 
深入認識被擄歸回時期的哈該書、撒迦利亞書和瑪拉基書的信息。尤其是這三本書對事奉的教導，跟

新約信息的關係，並對我們今日生活所含的意義。 

上課地點： Days Hotel, Exit 9 off N.J. Turnpike I-95, Rt. 18 South and Eggers St., E. Brunswick, NJ 08816.
上課時間：2010年11月5, 6, 7日 (星期五 6:00pm-10:00pm, 星期六 9:00am-5:30pm, 星期日 2:30pm-7:00pm)

請於網上註冊 www.crmnj.org 或來電報名732-828-4545 x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