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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向那些仗著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設一個比喻，說︰「有兩個
人上殿裏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法利賽人站著自言自語的
禱告說︰『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
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稅吏遠遠的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神啊，開恩
可憐我這個罪人。』
「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
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路加福音18章9-14節

「不是所有的禱告都是平等被造
的！ 」（ 註1） 美 國惠頓 學院 的 校長 腓
力•瑞肯（Philip Ryken）牧師這樣說。
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既然有的禱告有
效，有的沒效，那麼我們如何作有效的
禱告呢？
路加福音18章9-14節及其上文就是要
教導我們如何禱告。禱告能顯明我們與
神之間關係的真相。在路加福音18章1-9
節，主耶穌教導我們要恒切祈求；9-14節
則教導我們該如何作有效的禱告。
實際上，連貫18章1-9節與18章9-14
節這兩段經文的一個主題是：當 主 再 來
時，誰會被主認為是有信德的人（路18:

8）。換句話說，禱告的有效性與進神國
的資格有關。進神的國是基於神的恩典
與人的信心，而有效的禱告也必須建立
在這雙重的資源上。
在路加福音18章1-14節這整段經文
中，主用一個比喻指出世間有兩種人，
兩種禱告，結果帶進兩條道路，與兩個
全然不同的命運。第一種禱告是法利賽
人式的禱告，那是假的禱告。聖經稱之
為「自言自語的禱告」。第二種是稅吏
式的禱告，主結論說：「這人回家去比
那人倒算為義了。」（路18: 14）第二種
禱告才是有效的禱告。本段經文單元的
信息是：神願聽謙卑、懺悔之人，憑信

李定武／著

心獨靠神恩典的禱告。
神樂意聽哪一種禱告呢？答案當然
是那些能本著謙卑、悔改的心，懇求基
督恩典的禱告，那才是有效的禱告。讓
我們從兩個角度看禱告的祕訣：第一，
不作自言自語的禱告；第二，要作懇求
恩典的禱告。

壹、不作自言自語的禱告
路加18章9-10節：「耶穌……設一個
比喻，說：『有兩個人上殿裏去禱告；
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誰
是耶穌當時的聽眾呢？路加指出是「那
些仗著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

在這裏有一個相 對 律 。這法利賽人
自覺是個義人，認為自己比別人好；而
那個稅吏自覺是個罪人，知道自己只能
向神求憐憫。
第11-12節如此描述法利賽人的
禱告：「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
人……也不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
食兩次，凡我所得的（我）都捐上十
分之一。」這法利賽人的禱告雖然很長
（45個字），但卻是個假禱告；因為這
禱告，不是以神為中心，而是以自己為
中心的禱告。

一、自以為義的禱告
首先，這禱告犯了第一項基本錯
誤：自以為義，一味向神報功求稱讚。
這法利賽人「仗著自己是義人」（路18:
9 上）向 神說 話 ，講話 的 口 氣 好似 在 向
神邀功。應用重複律（註2），「我」這
個字共出現五次（在11節重複兩次，12
節三次），表明這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
的禱告，這點也可以從以下幾方面看得
出來：
• 他站在一個顯眼、人人可見之地，
要人看到他的虔誠；
• 他將「感謝你」當作口號，卻看不
出對神的讚美，或恩典的依靠；
• 他沒有為神的榮耀而事奉，或生
活；卻想為自己積功德，好像神欠他一
般似的；
• 他以「吹噓」作為禱告的內容，目
的是向神誇口，好像給出一份工作
報 告；
• 他沒作該作的事，譬如感謝神的加
力；卻傲慢的誇耀自己在道德上的純潔
及宗教上的虔誠。

二、藐視別人的禱告
這個禱告的第二項基本錯誤是：不
尊重人與不愛人。除了自己，他目中無
人，他在禱告中將自己與別人作比較，
說：「我 不 像 別 人，勒索、不義……也
不像這個稅吏。」
（路18: 11）他兩次提到
「不像」。

三、驕傲自高的禱告
這個法利賽人的禱告所犯的第三項
基本錯誤是：驕傲。箴言16章5節說：
「凡心裏驕傲的，為耶和華所憎惡。」
他的驕傲可以從兩方面看出：
第一，他的禱告中沒有讚美，也沒
有感謝神的恩典。
第二，他不覺得自己有何需要，沒

有任何的祈求：不求神賜他機會為主作
見證；也不求神賜恩典生活、行事，反
向神報功，誇耀自己靠守律法表現出的
敬虔。除摩西律法之外，他甚至還另外
每週額外「禁食兩次」；並將他工資以
及所得的都獻上「十分之一」給神。
這個法利賽人犯了以上三項在禱告
上基本的錯誤，所以聖經稱他「自言
自語」（路18: 11下），雖然他的禱告很
長，卻是「假禱告」，是無效的。
耶穌接著又用了一位稅吏，是通常
人所厭惡的罪人，作為禱告的例子。他
的禱告雖短，主卻認為是有效的。這稅
吏的禱告有何不同呢？

貳、要作懇求恩典的禱告
路加18章13節：「那稅吏遠遠的站
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
『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應
用相對律（註2），我們可以看出這稅吏
的禱告是有效的，因為它符合進神國的
先決條件，這也是禱告包含的三個基本
要求─根據神的恩典與人的信心。
這稅吏禱告說：「神啊，開恩可憐
我這個罪人」，此句可直譯作：「神，
施恩給我，這個罪人」。它包括三個要
素：神，恩典，（我這個）罪人。我們
可以將這比喻中的禱告看作是一個「三
明治」（註2，第224-225頁），有兩片麵
包及一片「夾肉」。這稅吏的禱告的確
是一個「三明治」：

一、罪債沉重的呼求
路加18章13節上：「神 啊 ……」就
是第一片麵包。這稅吏自知是個不公義
的人，是罪人，因此他禱告的第一句就
是「神啊」，而稅吏的禱告可以從他對
神的態度上看出來：
第一，「遠遠的站著」：這人（可
能站在聖殿的外院）不但體會到神的神
聖，同時深覺自己罪惡深重，不配靠近
聖潔的神。
第二，「連舉目望天也不敢」：這
稅吏有敬畏神的心，他認為自己的污穢
不敢近「光」，不敢面對那聖潔的神，
但他卻將自己的心高舉向神，如詩人大
衛所說：「因有無數的禍患圍困我；我
的罪孽追上我，使我不能昂首……我就
心寒膽戰。」（詩40: 12）

二、求罪得赦的禱告
路加18章13節下：「……可憐我 這

個 罪 人 。」是第二片麵包。首先，這稅
吏在說自己是「罪人」之前，用了一個
「定冠詞」，指著自己是個罪人！這就
是他與那法利賽人禱告最大不同的地
方，後者用了兩次「我不像」別人，強
調自己比別人好，而這稅吏卻只看到自
己有罪。其次，他「捶著胸」禱告。捶
胸就是捶心，心乃是罪的寶座，捶胸乃
是一種悲痛、哀慟、憂傷，與痛悔的記
號（路23: 48）。
這稅吏不但認定自己是罪人，而且
對罪有厭惡悔改的意識。這是一個人悔
改的必要條件。

三、懇求施恩的祈求
路加18章13節：「神阿，開恩可憐
我這個罪人。」這稅吏的禱告短得僅有
11個字，卻有二點值得強調：
第一，獨靠恩典的祈求。這位稅吏
的禱告，實際上若除去「神啊」，及「這
個罪人」之外，剩下的只有中間的「夾
肉」─ 「開恩」（恩典）這個字了。
這就是他向神祈求的基礎，只是單純的
求「恩典」，這是他惟一有資格站在神
面前的原因。
第二，求神成為他的「施恩座」。
被譯作「開恩可憐」這個句子，原是
希臘文中一個很不普遍的用字，動詞作
「施恩給我」（hilaskomai）（路18: 13；
來2: 17）。更正確地說，這稅吏是在求
神成為他的「施恩座」。這字的名詞
hilasmos，乃是補償或挽回之意，在希臘
文中有「作挽回祭」之意（約一2: 2）。
第三，求神成為除罪的「挽回
祭 」 。這是稅吏禱告中最特出之處：
在神的聖潔（或憤怒）和他自己的罪之
間，他加上這句禱告求憐憫的話。這稅
吏請求神的憐憫能臨到神的憤怒與自己
的過犯之間。對猶太人來說，惟有彌賽
亞才是那位轉移神的忿怒，除去人類罪
惡的挽回祭。
這稅吏禱告求神賜下恩典轉移祂的
怒氣：
• 求你赦免我的罪！
• 求你除去我的罪孽；
• 求你將你的恩典夾在你與我這罪人
之間；
• 求你保護我，不受永恒的審判。
這稅吏禱告時惟獨求神的憐憫。他
自認恩典是他膽敢向神所要的！這樣
的禱告才是真禱告，雖短卻是有效的

禱告。
腓力．瑞肯（Philip Ryken）又說：
我們禱告的有效性有許多成分是在於我
們如何禱告。禱告顯明我們與神之間的
真關係！（註1）什麼是你向神所要的？
你知道自己罪的沉重嗎？你需要多少憐
憫呢？
我們必須謹防作假禱告；我們的禱
告必須以神國及神的話語為基礎；以尋
求神的旨意，追求愛神及愛人為目標；
依靠基督的恩典，以謙卑、認罪、求憐
憫的心態去禱告，為一生討神喜悅而活
來禱告！
路加福音18章9-14節這段經文之前，
還提到我們信仰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彌賽亞再來的時候，誰會被認為是有信
德的人呢？（路18: 8）這問題也等於在
問什麼是進神國的資格呢？答案是進神
國完全基於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所謂
「信德」就是信心；能進神國決不是靠

人的努力，全是神的恩典！
實際上路加所指「神國資格」的問
題，也正是路加福音的一個重要主題。
什麼是作門徒的資格和門徒應有的特性
呢？答案可從主耶穌所講的這個禱告的
比喻看出來。路加福音18章9-14節的經
文證實了這個因果律（註2）：那個願將
自己交在神憐憫下的稅吏，他的禱告被
主耶穌接受了；而那個自以為義的法利
賽人的禱告，反被主耶穌拒絕了。兩種
人，兩種禱告，結果帶進兩個不同的下
場，證實一個相對律（註2），兩種全然
不同的命運：一個是享受永恒的喜樂，
一個是承受神的憤怒！
神願聽謙卑、懺悔之人，憑信心獨
靠神恩典的禱告。這比喻顯明神國所要
求的資格與世界的標準截然不同，決定
在於人的心：是否愛神與愛人，靠自己
還是靠基督的恩典。禱告的有效性在於
我們對神禱告的心態：是否謙卑地依靠

基督的恩典長進；與對神的認知─ 我
們與神之間是否有「真關係」。路加福
音18章14節下，主耶穌說：「凡自高的
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這正是
本比喻的總括律（註2）。
讓我們不作假禱告，就是那種自言
自語的禱告；作有效的禱告，學習憑信
心生活與行事；依靠基督恩典，無助地
向神祈求！
（本文錄音請上更新網站：www.crmnj.org，
「更新講台錄音」C129-3選購）
註1. Philip Graham Ryken（腓力．瑞肯）
Luke vol. 2, Reformed Expository
Commentary (Phillipsburg, NJ: P & R
Pub., 2009), pp. 255-268.
註2. 李定武著《設計釋經講道》
（美國，新澤西州：更新傳道
會，2003年），第125頁。

落實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宣講恩典
如何設計釋經講道 • 學員/教師工作坊 • 問題解答/講道評估
特色 本研習會著重理論的應用。講員將以實例作教學示範，包括Q & A。另兩堂工作坊，
使操練得以落實。
講員

李定武牧師
更新傳道會創辦人及美國總會總幹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工學博士，費城西敏斯特
神學院宗教碩士及南非國立大學神學博士。牧會多年，從事門徒訓練及巡迴傳道二十
餘年。

[台灣釋經講道研習會–高雄]
[香港釋經講道研習會]

May 2nd & 3rd, 2011
May 9th & 10th, 2011

生命的碰撞
─ 第一屆更新弟兄讀經營散記
文／王琨

君王，男人，罪人，神人；牧場，戰
場，王宮，曠野；血淚交織，愛恨情仇，
刀光劍影；死蔭幽谷，青草地……。當這
140個來自各地的弟兄們還沉浸在大衛集輝
煌與落魄於一身，榮耀與罪惡具顯，驚險
離奇，起伏跌蕩的一生的時候，從2011年3
月25到27日（週五傍晚到主日中午），跨
三天兩晚的第一屆更新弟兄營悄悄地接近
了尾聲。
弟兄們排在左右兩個話筒旁，爭著作
見證。
「謝謝弟兄營幫助我用大衛這面鏡子
光照自己。」
「 我 常 去 中 國 ，常 碰 到
試探。大衛的經歷對我幫助很
大。」
「我要悔改。我是一個喜
歡做事過於禱告的人。我盼望
像大衛一樣，做一個常常禱告
的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明年還有沒有弟兄營，
我還要來，好好學習如何做一
見證會爭取分享
個男人。」
「學習更愛家人，更愛背逆的兒子。」
「兒女是箭，父母是弓。我要學習做一個好父親，成為一
張好弓，讓箭射得更遠」 ……

弟兄們的需要
弟兄們有需要嗎？這些馳騁在職場，事奉在教會，忙碌
在家庭的弟兄
們有需要嗎？
「我覺得太累
了。工作也
累，教會事奉
也忙，家裏也
事多。就想找
一個地方休息
一下，找一個
地方安靜一
下。」一位剛
開開心心來聚會
從馬里蘭州來

的弟兄在見證會上說，
「到網上一搜索，看到
更新弟兄讀經營，真是
神為我預備的」。
作為一個男人的大
衛，在試探前失敗了。
「這些試探對於一個成
功的男人來說，是真實
的。這些年我在大陸的
經歷是這樣。我願意跟
大家分享，盼望成
為大家的幫
講員同工排排站
助」，一
個來自紐約的弟兄說。這群常常被批評說，
遺忘了這一群，遺忘了那一群的人，實在也
是一群需要被照顧的人。神知道他們的需
要，看顧他們的需要，在新澤西給
他們辦了一個弟兄讀經營。他
們在這裏一起研讀聖經，
一起討論，一起禱告，一
起分享，一起聽道，互
罪人大衛的信息
相造就，重新得力。

當心被滋潤的時候
第一堂的小組查經
是「大衛與歌利亞」；一段
君王大衛的信息
在教會中老少皆知的經文。在25
分鐘的三人小組研討，10分鐘的集體交流之
後，蘇桂村牧師帶領大家進入了總結。「大與
小」，歌利亞是大
的，強的；大衛是
小的，弱的。無信
心的人把難處擺在
人與神之間，像山
一樣，讓人看不見
神。有信心的人，
神在人與難處之
間，他看到了神。
大衛就是這樣的
人。信心使他抓住
敬拜團隊同心唱
了這個千載難逢的

機會。
「明與暗」，枝葉茂盛的樹冠是明顯的；穩扎在地的深處
的根系是在暗處的。樹冠有多大，根系也有多大，穩如磐石。
沒有暗處的向下扎根，就沒有明處的枝葉茂盛。沒有平日的信
心操練，也不會有臨陣不怯的膽識。平素的裝備成就這個史詩
般的勝利；打贏了這場不僅是人與人，國與國的爭戰，更是神
與神的爭戰。一場救恩史上的爭戰。
「多與少」，大衛帶了五顆滑石上戰場 ……
第二、三堂的小組查經「大衛的悔改– 赦罪之福」和
「大衛的流浪– 曠野靈程」，把弟兄們帶進了大衛慾火焚
燒，錐心痛悔，有形的爭戰，無形的煎熬之中；帶進了大衛在
死蔭幽谷的掙扎與提升，在敵人面前的筵席與膏抹，在青草地
與溪水旁的安息，在永恆聖殿的讚美與敬拜之中。
頌讀經文，小組研討，集體交流，互相補足，牧師總結，
默想禱告。一段段經文反覆咀
嚼，進入心裏。心被滋潤了，被
餵養，得飽足了。他們不斷地吟
唱大會主題歌，「願主堅定我心
志，使我合神心意」的歌聲流露
著一種深沉、堅定的陽剛之美。
主，你的話是甜美的，它使下沉
的手高舉起來；發酸的腿又重
新得力，跑得會比起初還快。
主題信息中，李定武牧師
先知對大衛指責
在聚會開始以「君王大衛–
談領導」，來挑戰每位弟兄以“學習作
王，順服在神的旨意下治理”作為人
生目標；在聚會的結束以詩篇23篇
「神人大衛– 談靈程」釋 經 來
勉勵我們跟隨主走一生的道路。
更以自己多年前獻身時所有的
經歷，來見證事奉主的榮耀與價
值。許多弟兄們極受感動，也在神
前站起來表明獻上自己的心願。
蘇 桂 村 牧 師 則 以 「 罪 人 大
為夫為父的專題
衛– 談 試 探 」與「 男 人 大 衛 – 談 家
庭」，帶領我們進入到大衛真實的掙扎與失敗
作主門徒的專題
中，提醒每一位弟兄徘徊在試探門前的，

太太不在盡量吃

早早來預備聚會

必落入犯罪失敗；而他在家中丈夫與父親的角色，是
最值得感嘆與成為鑑戒的。非但提醒弟兄們要遠離試
探，過聖潔敬虔生活，也當更多投資心血與生命於家
中，妻子兒女身上。
歷史像一面鏡子，神的話像腳前的燈，路上的
光，帶領每一個祂的兒女跟隨祂的腳步。

你的心意，我心所求
“我不願再虛度此生，畢生一事無成，多少機會
已流失，於今不能再空等。合神心意，合神心意，這是我心所
求，願主堅定我心志，使我合神心意。”雄壯的大會主題歌聲
在弟兄們心中迴盪， 唱出心中深切的願望與禱告。
一個週末很快就流走了。這個“像大陸高考前的衝刺一樣
緊張”的讀經營（一位二十出頭的年輕弟兄的評語）很快就過
去了，快得都覺不出來。這140個來自8個州，34個教會的男人
們互相道別，交換地址。20幾歲的跟70歲的道別；學者與工人
說再見。「更新」，你聽到弟兄們的呼聲，願神祝福你，願你
便成為更多人的祝福。弟兄們，願你在主裏得力之後，在跟隨
耶穌的路上，跑得更快，腳步更穩健。
後記：許多弟兄們在會後都十分興奮，盼望能有跟進的聯
絡與每年定期的聚會。我們看到這樣的需要，也求神繼續帶領
這個事工。目前更新傳
道會初步決定，盼能繼
續推動此事工，將隔
年在新澤西州輪流舉辦
弟兄與姊妹讀經營，也
在美國不同地區聯絡推
動。請在禱告中紀念，
也隨時注意更新月刊與
網站的消息。也歡迎為
此事工奉獻，並以電郵
lu_crm@yahoo.com和呂
允智牧師聯絡。
註冊時豐富便餐

親愛的牧師、傳道與神學生：
主內平安！我代表更新傳道會向您問安，並邀請您
參加更新傳道會在2011年八月8-10日在美國東岸新澤西
州舉辦一項特別為華人牧者們預備的聚會──《向後現
代世界宣講基督》。
不久前我與〈更新學院〉的幾位老師，黃子嘉牧
師、陸蘇河教授、張麟至牧師等交通，深深體會到時代
在迅速地改變中，我們的會眾也隨著在改變。針對華人
牧者們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在忙碌的事工中，能持續
有效地向這後現代世界宣講基督？
去年12月20日夜晚，FOX電視台節目主持人Greta van
Susteren分別訪問葛培理牧師，及43屆美國總統布希。葛
培理牧師回應Greta的問題：如果重新再來，他會有什麼
在事奉上的改變？這位神所重用的僕人說： 我希望我可
以花更多時間研讀神的話，也更多向神禱告。 他的經歷
應當成為我們的幫助，我們多年工場服事的經歷也應當

成為年輕傳道人的幫助。
回想四十年前在北美信主，隨後事奉主的經歷中，
蒙受到許多屬靈長者的幫助與栽培，心中十分感激。現
在面臨要交棒的傳道人，同樣也一定有這盼望或心意，
將自己的學習或經歷，能成為年輕一批傳道同工的鼓勵
與幫助。這就是這項聚會的動機與目的（請見附頁海
報）。
這聚會只需報名費美金50元（5/15/2011前），實際
上只是聚會兩本贈書的七九折。歡迎您參加，也邀請同
道一同參加。願我們一同勉勵，一同「要在我們主救主
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祂，從今
直到永遠！阿們。」（彼後3:18）
敬祝 主恩充沛！
更新傳道會總幹事
李定武 敬上

[ 21世紀華人牧者研習會]

〔講員及內容〕
黃子嘉牧師 美國新澤西若歌教會主任牧師

〈新約中的基督〉
陸蘇河教授

美國南卡哥倫比亞國際大學神學院舊約教授

〈舊約中的基督〉
李定武牧師

更新傳道會總幹事

〈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

〔 目的〕 
 從新約、舊約與講道學角度，指出宣講基督為信息，在聖經上有待發掘的「礦場」。

 如何從這些礦場導出開掘「寶藏」的程序，針對後現代世界，設計精而簡的以基督為中心的信息。

 藉著與課堂學習，講員、學員間的互動，建立彼此關係，成為日後事奉的資源。
8月8日，週一

時間

8月9日，週二

8月10日，週三

早1

8:30-10:30AM

舊約中的基督(陸)

舊約中的基督(陸)

後現代思想對舊約的挑戰與回應(陸)

早2

11:00AM-1:00PM

新約中的基督(黃)

新約中的基督(黃)

後現代思想對新約的挑戰與回應(黃)

午

3:00-5:00PM

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李)

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李)

後現代思想對講道的挑戰與回應(李)

晚

7:30-9:15PM

事工經驗分享(黃)
問與答(黃，陸，李)

事工經驗分享(李)
問與答(黃，陸，李)

。每日早1, 2堂與午堂：時間各為2小時，包括講授（75分）與工作坊（45分）。
。每日晚堂：時間為1時45分，事工經驗分享（45分）及問與答（1小時）。
。問與答︰開始針對講員所講的內容（先由三位講員回應），然後開放給其他的問題。

◎更新傳道會主辦

2011 年 8 月 8-10 日 (週一8:30AM至週三5:00PM）

時間：

Hotel, 195 State Hwy. Rt. 18, E. Brunswick, New Jersey 08816. 住此旅館 (Tel. 732-828-6900) 提及Christian Renewal Ministries有折扣。
報名：
費用美金50元（5/15以前報名者），美金70元（5/16以後報名者）。請於網上註冊www.crmnj.org或來電報名732-828-4545 x11.
地點：
美國新澤西州Days

報名費包括《更新》出的兩本書︰。柴培爾著（Bryan Chapell），賀宗寧譯《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544頁，美金39元。
。陸蘇河著《解經有路︰從釋經學到生活應用》412頁，美金24.5元。
。講義：免費提供。
交通，住宿自理；午餐晚餐自備，或登記購買。

2011年是更新傳道會成立40週年慶
祝。為了慶祝週年，我們舉辦以下特別
活動向神獻上感謝：
◆ 感謝主！第一屆更新弟兄讀經營，已
經於3月25-27日順利舉行，總共有140位
弟兄參加，大家都很有收獲。請見本期
更新月刊第4-5頁的報導。
◆ 為了推動「落實以基督為中心— 宣
講恩典」的釋經講道，李定武牧師將在
今年5月2-3日，於台灣高雄舉辦釋經講道
研習會，由聖光神學院與高雄靈糧堂協
辦。並在5月9-10日，於香港舉辦釋經講
道研習會。在此謝謝各協辦單位與相關
同工的努力推動，也請在禱告中紀念，
為所需費用奉獻支持。但願這個釋經講
道研習聚會，能幫助更多傳道人，忠心
地本於聖經，高舉基督，傳講真道，使
教會與信徒得益，歸榮耀與主。
◆今年5月13-15日，是密西根州第二屆更
新姊妹讀經營，主題是：「以信以愛，
盼主再來」，查考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由蘇傅麗秀和呂謝曉薇兩位師母主講，
她們兩人都有多年事奉與帶查經的經
驗，目前已有從賓州、愛荷華、芝加哥
與新澤西等地的許多姊妹們報名參加，
雖然截止期已過，但仍有名額，歡迎密
西根與中西部的姊妹們報名。
◆ 今年7月11-16日舉行的更新海上家庭
營目前已有250位報名，這是更新各地
同工、董事與許多來自各地更新之友團
圓的機會。更感謝主的是三位講員中：

王永信牧師是40年前鼓勵更新傳道會成
立的長者；陸蘇河教授和黃子嘉牧師是
更新學院固定的新舊約講員。目前雖已
過報名截止日期，但船公司仍許可繼續
報名，只是基本費增加了美金60元。請
洽Winnie Hsu（888-828-6887, 626-6672530）或洽更新傳道會732-828-4545 x 10
Anita。
◆ 慶祝40週年的另一個高潮，是今年
8月8-10日為牧者及傳道人舉辦的研討
會—「向後現代世界宣講基督」，由
黃子嘉牧師、陸蘇河教授與李定武牧
師，分別由新舊約角度及釋經講道的方
式，探討如何向生活在後現代的華人群
體傳講基督。歡迎牧者、傳道人與神學
生報名參加。

17日 紐約橙郡華人教會
19日 大西洋華人宣道會福音餐會
21日 費城信望愛華人教會受難節
24日 紐約基督徒會堂
五月 1日 中宣會迦恩堂、理海谷華人教會
2-5日 國際迦南聖經學院
8日 紐約水牛城衛斯理華人教會
15, 22日 台北南海路基督徒聚會處
29日 中宣會新恩堂
◇周德威弟兄
五月29日 德國法蘭克福華人教會
新加坡地區
◇余達富牧師
四月 3日 伯大尼播道會
9日 淡申律浸信會樂齡團契
10日 迦南堂、畢士大粵語堂

[同工腳蹤]

17日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北美地區

23日 淡申律浸信會樂齡團契

◇李定武牧師

24日 平安浸信教會、大成基督教會
25-28日 成都之行

四月27日-五月18日

五月 1日 伯大尼播道會

遠東之行
五月 1日 高雄靈糧堂主日崇拜
2-3日 臺灣釋經講道研習會
（高雄聖光神學院舉行）
9-10日 香港釋經講道研習會
（旺角基督教大樓舉行）
28-30日 紐約州羅城華人基督教會

2日 長老會活頌堂
4日 救世軍
8日 武吉阿讓福音堂、畢士大粵語堂
11-21日 中東之行
22日 基督教錫安堂、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26日 武吉巴督恩澤堂
29日 長老會活頌堂、畢士大粵語堂

國殤日退修會

30日-六月6日

◇呂允智牧師
四月 6日 中宣會迦恩堂、理海谷華人教會

福州之行

10日 中宣會播恩堂

《尋道本聖經》七大特色

1 簡介清楚扼要：每卷書前有單獨的簡介和年代表，幫助讀者認識各書主題、人物與大事。
2 題解正確可靠：精選6,000個有關解經、神學與應用的問題，答案分列在經文兩旁。
3 更新版和合本經文：採用新標點、新分段、新分段標題、平行經文；原文譯註；詩體部分特別分段排列，

兩種選擇
硬面精裝本

原價

皮面豪華本

原價

$55
$70

單一特價

$38

每本一律

即日起至2011年6月30日截止

（郵資另計）

顯出希伯來詩體風格。

4 專題論文200篇：針對最常問與最具爭議性的問題，提供詳盡權威的答案。
5 雙色地圖100張：分布全書內文，幫助了解各段經文的地理背景。
6 輔助資料豐富：字典索引，彩色年代表，彩色地圖，新舊約度量衡表等。
7 讀經計劃表：幫助讀者建立有系統的讀經習慣。初信者：尋道本幫助您建立系統性讀經，把握全面真理。

許多人面對禱告時，心中最大的問題是：

了。前後檔換來換去，油門剎車猛踩放鬆，

一路我們心中沒有停止過禱告，反正知道神一

神到底聽不聽禱告？如果神決定要做的事，若

下車使盡全身力量搬抬推挖，車子還是紋風不

定聽禱告，但事情怎麼發展，神有主權，我們

不禱告，神還是會做。如果神不要做的事，拼

動，無法脫離困境。

只有等候順服。

命禱告懇求，恐怕祂還是不做。那麼我們到底
還需不需要禱告呢？
去年底有個印象深刻的經歷，讓我再次體
會這個問題。

還好手機可以衛星定位，連忙叫曉錫回頭

然而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我們苦坐在車

再來救我們。十多分鐘後，已經開到別條路上

中，禱告的結果風雪沒有止息，好撒瑪利亞

的他，終於找著了我們。這時看到旁邊一輛外

人也沒有出現，附近甚至看到貨櫃車、鏟雪

州車牌的小車，也卡在路墩上，一對老夫妻探

車也和我們一樣困在雪地打滑。夜，似乎特

上個冬天下了無數場大雪，聖誕節後的

頭出來看我們，於是就招呼他們一同上車，想

別長。以前只在新聞裡看到的事，現在親自

主日知道有超級風雪要來，聚完會後就乖乖回

也許把他們送到附近的旅館，總比整夜困在車

經歷了。

家，難得浮生半日閒，預備躲在溫暖的家中看

上強。

書。傍晚風雪交加，一頓晚飯的時間，大地已

凌晨五點，我們再打電話，告訴我們七點

為此我們就沒有直接進入高速公路入口，

再試。七點，天色微亮，終於打通911，答應

而開上橫跨公路的橋，要送他們去對面的旅

派人來救。這時突然意外有一輛鏟雪車路過，

這時電話響了，是好友曉錫打來求救。

館。等我們看到前面一堆困在轉彎坡道雪堆中

順道在雪堆裡推出一條軌跡來。我們趕緊下

他去機場接飛機，沒想到因雪大在高速公路上

的車子時，已經太遲，我們的車也開始打滑，

車，又鏟又推，嘿呀嘿呀地往上坡道推了幾百

被車追撞。處理時鑰匙鎖在車裏，四處求助無

加入了被困者的行列。

是一片慘白，停車場變成一個個雪堆。

門，連警察都沒時間理他，只好向我求援。朋

於是再次下車努力推車鏟雪，只是從原先

友有難自當拔刀相助，我們夫妻倆立刻出門，

的兩個人變成了六個人，然而車子一樣也是陷

先去他家拿鑰匙，他妻子放不下心，所以也跟

在雪中，進退不得。

著我們一起上路了。

許多車都在附近困住了，只見大家都拿著

呎，就在車子脫困，大家歡聲雷動時，看到要
來救我們的消防車也終於出現了。
早上九點多，我們終於回到家裏。回家路
上曉錫問道：「我們不都是因為要幫別人忙，
做好事嗎？神怎麼還叫我們碰到這種事呢？神

手機猛打，911轉到警察局，又轉到交通局，

到底聽不聽禱告？祂是不是不愛我了？」這是

過車。車子如蝸牛般緩緩前行，平常半個多小

又轉到消防隊，沒一個地方有結果，看來坡道

許多人的問題，在人生遭遇困境時，禱告到底

時到機場的路，竟開了兩個多鐘頭。

上的這群人只有自己設法脫困了。有些人看到

有沒有用？我笑一笑，回答他：「神如果不愛

好容易晚間九時許，在高速公路出口坡道

我們有鏟子，還前來借用。患難中的人會守望

你，怎麼會派我們來陪你這一個晚上呢？」

前找到了曉錫，替電瓶耗盡的車子充了電，靠

相助，彼此幫忙推車。有些四輪帶動的越野車

來美近三十年，還從未在這麼大的雪中開

有限的人無法全然了解無限的神全權的

帶來的雪鏟挖了條路，讓車子能開出來。大功

比較容易被推出雪堆，多半的車都只能橫七豎

作為。然而聖經指出神愛人，也願意聽人的禱

告成，可以回家了，於是開下坡道，預備轉上

八的在這個坡道上困成一堆。

告，祂讓萬事互相效力，以超過人所求所想的

對面回頭的高速公路入口。
此時白茫茫一片，連天地的界線都分不
出，更別說辨路了，我們兩輛車立刻就分散

在劈面而來如刀割的風雪中，又推又鏟一
陣，濕透的兩腳已經麻木沒有感覺，上車休息
時既喘氣又哆嗦，稍暖過來就再度下車努力。

方式來回應禱告，順服神的人必經歷到祂所賜
出人意外的平安。
許多平常神賜給我們的恩典，我們都很以

了。在大風雪中，勉強朝著前面有燈光的方向

時間已到了半夜兩點，我們體力漸漸不

為理所當然，在這一晚上，我們被提醒不住數

緩緩前進，才剛發現高速公路入口的牌子，就

支，這時曉錫問：「我們該怎麼辦呢？」我

算神的恩典。曉錫和妻子在這難得共患難的經

看到幾輛車在牌下的路上進退兩難，緊接著我

說：「讓我們禱告吧！」心中想若主憐憫，或

歷之後，感情頗有進步。原來在暴風雪中神所

們的小車就一個顛簸，再也動彈不得，原來也

派好撒瑪利亞人出現幫我們把車推出去，或讓

差派的天使，整個晚上早已經在車子裏了。

和那些車一樣，被架在覆蓋於厚雪下的路墩上

暴風雪停止，總之求主使我們平安回家！其實

（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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