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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李定武 著

2 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
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
3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
4 少年時所生的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
5 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必不至於羞愧。

後現代社會的遽變帶給家庭極大的衝
擊。許多人心裏都有這樣的感歎─ 幸福家
庭何處尋？家庭─ 這個社會最基本的單元
正面臨到史無前例的挑戰，中西並無差異。
本詩篇是一首與家庭有關的智慧詩。這個論
快樂家庭生活的主題，歷久不衰，提醒人一
生的穩妥和福分都為神所賜，並非人自己的
成就。（註1）
幸福家庭是這時代的珍品，夫妻雙方不
但要花心血，而且更需與第三者─ 神同工
─ 才能結出美好的果子。人雖渴望擁有一
個幸福的家庭，但今天這時代，幸福家庭已
經是少而又少的了。
最近美國一項民意測驗顯示，社會上
97％的人同意，幸福的婚姻是人生不可或缺
的條件，但在今天的社會裏，離婚率已高達
百分之五十，這反映出結婚與離婚的頻率已
相等了。
美國《新聞週刊》多年前曾出過一個專
刊，論及二十一世紀的家庭。編者提出一連
串發人深省的問題，諸如：未來的家庭將會

―詩篇127篇

是什麼模式？我們將如何生活？我們當作什
麼？同年秋天，《時代雜誌》也不甘落後，
出了一份專刊針對男女平等問題，討論女人
的未來、女人在社會中的形像、自我與社會
的關係、工作的問題，女人在家中角色的改
變等，作了很中肯的檢討和預測。
這兩份專刊報導了許多影響後現代社
會家庭的因素，雙方都提到這時代的家庭有
兩種常見的現象：一是再婚家庭普遍增加，
因此帶出許多新的問題。二是現今的年輕人
需要較長的時間長大成熟。第二個問題似乎
頗叫人難以置信，現在的年輕人不是十分早
熟嗎？為何還要更多的時間成長呢？但事實
上，現在的年輕人的確花較長的時間接受高
等教育，建立事業；也會等很久才結婚生
子；他們喜歡用更長的時間享受這個「早
熟」的階段。他們只想停留在青年階段，並
不想早早作成人，負起作丈夫、妻子、父母
及養家的責任。
後現代社會的人對「家庭」一詞的定
義已與上一代完全不同。《時代雜誌》說，

除了因離婚而導致的單親家庭外，今天有愈
來愈多的女人作單身的打算，選擇成立單身
家庭：不少末婚媽媽帶著自己生的孩子，或
領養的孩子，甚至由人工受孕得來的孩子組
織家庭。此外，後現代婚姻的另一個大挑戰
是，同性戀者也可以組織所謂合法的家庭。
這包括由兩個同性戀者帶著由前個婚姻所得
來的孩子住在一起。如今容許同性婚姻註冊
的國家自2001年由荷蘭起始，到2010年已有
10個國家通過，包括原來十分保守的葡萄
牙、冰島和阿根廷。而美國自2004年麻州許
可之後，也有8州跟進，包括2011年正式承認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紐約州。
除了家庭的定義在改變外，後現代的家
庭另一個大的改變就是雙職夫婦增多。1970
年的美國，只有30％的家庭主婦在上班，九O
年代增至60％，目前這比率，包括退休的老
年人必須打工維生的數目仍在增長中。但隨
著雙職家庭也同時產生了許多附帶的問題，
如：隨著父母子女相處時間的減少，帶來
兒女管教的問題等。其次，經濟、時間與情

緒上的緊張帶給家庭很多壓力。再說，因為
雙職父母增多，父母時間與精力的有限，連
晚飯似乎都受到影響。今天許多家庭的晚餐
是用微波爐烹調出來的，40％的家庭一面吃
飯，一面看電視。平均一家人一起用餐的時
間不會超過32分鐘，而全家人一同用餐的機
會也在減少中。而這種趨勢都在增長中。
不僅如此，後現代的家庭還必須面對
前所未有的其他問題。比方說，因為醫學的
進步，人的壽命延長了，兒女照顧年老多病
父母的機會加多了，而且照顧他們的年數也
相對地加長了。不可否認，社會的型態正在
改變，使「家庭」這個已經很脆弱的社會基
本單元受到衝擊。《時代雜誌》的專刊也同
時指出，50％的美國人認為現在的家庭比十
年前的家庭糟糕。更叫人痛心的是，在這個
社會裏夫妻可以白頭偕老的觀念已慢慢消
失。70％的人認為一個家庭若夫妻不和，即
使有幼兒，也當分居或離婚。只有25%的人
認為就算不和，仍應維護婚姻繼續生活在一
起。我們能擔保這種觀念不會繼續惡化嗎？
因此許多人都開始問：幸福家庭何處尋？
在後現代社會中，人不但似乎失去傳
統的家庭觀念，更不幸的是，也漸漸失去建
立幸福家庭的藝術、動力和決心。針對家庭
所需面對的種種問題，我們一定要先明瞭，
「家庭」的觀念和「家庭計劃」都是由神來
的，所以當我們思想「幸福家庭何處尋」這
問題時，我們一定要回到神的話語中去找
答案。
詩篇127篇中就有我們所需要的答案。這
首詩的結構包括兩個相對部分所形成的一個
相對律的結構，A∕B：第一段（A），包括
1, 2兩節；與第二段（B），包括3, 4, 5三節。
詩人開始從一個不依靠神建造的家庭所得到
的「枉然」（第一段），進入到以神為中心
的家庭所享受的恩典與福分（第二段）。在
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幸福的家庭是
以基督為主的家庭。為什麼呢？由三方面答
覆我們。首先，一個幸福家庭必須靠神來建
造；其次，一個幸福家庭必須靠神來看守；
第三，一個幸福家庭還需靠神來賜福。

壹、一個靠神來建造的家庭
（A Divinely Built Home）
（詩127: 1上）
詩篇127篇1節說：「若不是耶和華建造
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誰是建造
房屋的人呢？是耶和華，這是什麼意思呢？

一、按神計劃而成立的家庭
在蓋房子前，我們必須有設計藍圖。

神建造的家庭也必定是按神所設計的藍圖建
成的。
箴言說：「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
華的籌算才能立定。」您的家庭是由神來籌
算，還是自己在籌算呢？一個家庭若能一開
始就依照神的計劃，凡事按神的旨意進行，
這必是個幸福的家庭。
比方說，許多家庭之所以出問題，是
當初在選擇配偶時，就沒有好好尋求神的
旨意，或因社會壓力，或因情勢所逼，或因
情欲所困，就結合了。如果在婚姻大事上您
自己計劃行事，那您就只好為自己的決定負
責，不能歸咎於神。
另外，許多家庭充滿了自我的計劃，何
時完成學業，何時生子，何時升官，何時買
房子，一切都按自己的計劃安排得很理想。
但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在這些自以為完備的
計劃裏，究竟容得下神參與的空間嗎？其實
一個幸福的家庭必須是人與神一同計劃，一
同建造的。

徒家中時，你可能會感受到這家庭是否有基
督所賜的平安與喜樂。甚至，你也能體會出
這家庭裏是否有神在那兒作工；是神的計劃
多？還是夫妻自己的計劃多。有些家庭房屋
大而考究，但夫妻兩人忙得不得了，留給人
的印象就如詩人所說，「清晨早起，夜晚安
歇，吃勞碌得來的飯」那種枉然的感覺。有
些家庭生活簡簡單單，卻充滿了神的愛與寧
靜，連過路客都能體會出這是個能「安然睡
覺」的家庭。
弟兄姊妹們，在您家裏有神作工的機
會嗎？還是，在您家裏人的計劃多過神的計
劃？若是後者，也許現在就是夫妻該花時間
安靜在神前檢討的時候了。一個神所建造的
家庭必定是以神為首的。
一個幸福的家庭不但是神所建立的，它
也是神所看守的。

二、依靠神勞碌作工的家庭

詩篇127篇1節下說：「若不是耶和華看
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一個幸福
的家庭肯定需要一位看守者，而神所看守的
家庭必定是一個穩妥的家庭。神如何看守一
個家庭呢？

詩篇127篇2節說：「你們清晨早起，夜
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惟有
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在這
段經文中，我們看到一個人單憑自己力量去
建立家庭是十分辛苦的。人要清晨起來，夜
晚才能安歇，只為了一個目標─ 吃勞碌得
來的飯！這不是說我們不要去勞碌作工，但
神要我們看出另一種對比：一個靠自己力量
勞碌的人，所換來的不過是「枉然」，但凡
願意讓神在他生命中與他同作工的人必會得
到神的賜福，以致能「安然睡覺」。後者全
心倚靠耶和華，承認自己力量的不足，凡事
願意依靠神，所以他能安然睡覺。這是兩種
完全不同的工作觀念：一個是枉然勞力，另
一個則是安然睡覺。一個人如何才能安然睡
覺呢？如何才不至於勞碌工作後還為失眠所
困呢？詩人說：「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
叫他安然睡覺。」當作一個神所親愛的人，
也就是作一個順服神旨意的人，他必蒙神賜
福而能安然睡覺。
使徒保羅勸我們要與神同工，因為我
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林前3: 9）他又說：「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裹造成的……」（弗2: 10）您願成
為祂手中的工作嗎？您願意讓自己的家庭成
為一個神有機會在其中作工的家庭嗎？
神常給我機會外出講道，我多半會被
安排在教會中弟兄姊妹的家裏住宿，我也常
有機會探訪教會的會友。當你走進一個基督

貳、一個神所看守的家庭
（A Divinely Secured Home）
（詩127: 1下）

一、神保護祂所看守的家庭
一個看守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儆醒」
，
守望者儆醒地保護所看守的，免得受到仇敵
的侵犯。詩篇34篇7節說：「耶和華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搭救他們。」一個家
庭若肯以基督為主，基督就必負起保護的責
任，在家庭的四圍看守、保護。
福音書提到一個故事，主耶穌行完五
餅二魚神蹟的那個夜裏，門徒上船要渡過加
利利海。當時風浪很大，耶穌見門徒搖櫓甚
苦，就在海面上走，要往他們那裏去。彼得
見到主憑信心也想在海上走，「只因見風甚
大，就害怕，將要沈下去，便喊著說：『主
啊，救我！』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他們
上了船，風就住了。」（太14: 24-32）這個故
事帶給我們兩個深刻的印象：
第一，以主耶穌為幫助的家庭，祂必賜
隨時的幫助。彼得一呼喊，耶穌就「趕緊伸
手拉住他」。神所看守的家庭與世上家庭一
樣，都會經歷風暴，但不同的是，只要我們
一呼救，耶穌就會「趕緊」伸手拉「住」我
們，不叫我們沈下去，祂的恩手會一直保護
我們。
第二，以主耶穌為保護的家庭，祂提供
隨時的保護。這故事說耶穌上了船，「風就

住了」（太14: 32）。對生活在後現代社會中
的人來說，這是個令人缺乏安全感的社會。
人總以為賺更多的錢，有更好的事業，能出
人頭地，就安全了，因此常認定金錢是人生
追求的目標。但他們錯了！一個家庭要穩妥
其實只需要請耶穌上船就對了，有祂在船
上，風浪必然平息。您的家庭是以基督為主
的嗎？要請祂來作主，因神必保護看守屬祂
的家庭。
一個家庭如何請神來作保護者呢？您必
須肯在家中尊祂為大，也就是把家庭的主權
交給祂。您必須把家中的每一個鑰匙都交給
祂，祂才能替您看守每一道門，保護您。
許多基督徒不敢把生活的每一層面都
交託給神。比方說，您肯把工作的安全感交
給神嗎？最近我接觸到一個基督徒家庭，發
現他們家中擔子十分沈重，原因是工作沒有
安全感。由於近來全球性經濟不景氣之故，
這位弟兄所服務的公司開始每個月都裁員，
而他們全家的心情也就每個月隨著七上八下
的，夫妻兩人心亂如麻。他們為將來的出路
打算，因而常更換計劃：一下想換工作、一
下想作生意；很自然地，他們的屬靈生活也
受到極大的影響。其實危機常常是給我們信
心帶來轉機的好機會，當工作不穩定時，
那正是操練過簡樸生活的好機會。我們甚
至可以裝備自己，考慮提早退休，如有此呼
召就進入宣道工場，過全心依靠神的生活與
事奉。
要建立幸福家庭，我們都必須面對一個
關鍵性的問題：我們是否肯把心中的鑰匙交
給神呢？若是肯，主耶穌必定會成為您家中
的看守者及保護者。

二、神賜平安給祂所看守的家庭
詩篇127篇2節說：「惟有耶和華所親愛
的，必叫他安 然 睡 覺 。」神不但保護祂所
看守的家庭，祂也賜這個家庭平安與喜樂。
「安然睡覺」的家庭代表平安、穩妥的家
庭。睡眠是神所賜的，不是靠物質換來的，
心靈的平安亦然。
詩人在詩中讓我們看到一般人對神的兩
種心態：第一種是不依靠神的態度，「清晨
早起，夜晚安歇，吃勞碌得來的飯」，這正
是中國人所謂「雙手萬能」的心態，相信只
要雙手勞碌，一切都能水到渠成。
另一種是依靠神的態度，這與前者成強
烈的對比。前者換來的是「枉然」，後者得
到的是「安然睡覺」。人離神獨立，換來的不
過是由地裏長出荊棘和蒺藜的咒詛（創3: 18,
19）；人若肯信靠神則能得到在神所應許之

地平安居住的福氣（申30: 16；利26: 3-10）。
有一位在教會中熱心愛主的弟兄告訴
我一個見證。他們公司上班的時間是有伸縮
性的，所以他常利用午餐時間來教會服事。
我看他每星期花這麼多時間在教會，倒有點
為他的工作擔心。有一天，他告訴我最近公
司公布考績，他在自己單位中排名第一。我
問他祕訣何在？他說他的工作原則是把優先
次序排出來，在生活上，總是先將神放在首
位，然後再按著公司對這項工作所訂下的先
後次序，按步就班地去完成。他按這個原則
工作，神卻在他的工作上持續地賜福給他。
這弟兄所用的原則也就是馬太福音6章33節原
則：「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
西都要加給你們了。」這位弟兄對神的心態
正確，所以神也成為他工作的看守者，當同
事為工作憂愁時，他卻能享受到祂所賜的平
安與喜樂，得到「安然睡覺」的福分。
家庭要幸福，不但需要靠神來建造，要
靠神來看守，還需靠神來賜福。

參、一個神所賜福的家庭
（A Divinely Blessed Home）
（詩127: 2-5）
詩篇127篇3節說：「兒女是耶和華所賜
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詩篇
127篇5節說：「箭袋充滿的人便為有福……」
這幾個字：「產業」、「賞賜」及「有福」
都代表神對一個以祂為主的家庭所賜的福
氣。一個以基督為主的家庭是有福的，神不
但是這個家庭的建造者與看守者，也是賜福
者。依靠神的家庭可享兩種福分：

一、依靠神恩典的福分
本詩的第一段，第 1 , 2節中有一個鑰字
「枉然」，也就是「虛空」，主題是「禍」。
詩人講到一個不以神為中心的家庭所得的就
是「虛空」的人生。依靠神恩典的家庭蒙
福，不依靠神恩典的家庭得禍。這正是和摩
西臨死前給以色列人的勸勉相呼應（申30
章），也和約書亞（書20章），大衛（王上2
章）與主耶穌的信息（太5章）相應和。

二、肯讓神建造的福分
本詩的第二段，包括第3-5節，主題是
「福」（詩127: 5），講到一個以神為中心的
家庭所得的福氣。
由這首詩的兩個關鍵字上，也可看出
這詩的完整信息。這兩個關鍵字的希伯來文
發音是彼此相應的。第一個關鍵字是第一段
中的「建造者」（詩127: 1）（原文讀作「波
寧」）；第二個在第二段的「兒女」一詞（詩
127: 3, 4）
（原文「兒子們」讀作「巴寧」）。

詩人按他當時的背景來形容神所賜福
的家庭。在那個時代裏，兒子多不但表示後
裔多，而且一個男丁多的家庭，不會受人欺
負。詩人說：「他們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
時候，必不至於羞愧。」（詩127: 5下）城門
口是當年市集與法庭所在之處。在那個法治
不明的時代，兒子多，勢力大，仇敵就不敢
欺負這個家庭。所以兒子多代表神對一個家
庭所賜的福氣。
詩人特意選擇一個肯讓神作「建造者」
的家庭，必是「兒子」多的家庭，用現代話
來說：一個神所建造的家庭，必是蒙福的
家庭。
我們由這首詩的主題，看出本詩含有
完整的信息。將這詩篇兩大段合在一起，正
好帶出整本聖經的中心信息─ 「禍」與
「福」。本詩由「禍」轉至「福」，其銜接
點：「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
覺。」（詩127: 2下）親愛的弟兄姊妹，朋友
們，幸福家庭何處尋？什麼是你我的答案？
你的盼望是「安然睡覺」？還是「羞愧」
（詩127: 5下）地說：「枉然勞力」，「枉然
儆醒」，「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
虛空的虛空！
詩人讓我們看到，一個幸福的家庭需
要靠神來建造，靠神來看守，還要靠神
來賜福。我們的神是一位樂於參與的神。祂
不但參與人類歷史，祂也參與人類社會的最
基本單元─家庭。當依靠神恩典建造家
庭，過個以神為中心的生活。祂願意成為
我們家庭的主，祂要參與我們家庭，與我們
一同建造幸福的家庭；祂要作我們家庭的看
守者，使我們不受魔鬼的攻擊。祂最終的目
的是藉著自己的參與，賜福我們的家庭，因
祂樂意作個賜福者。
主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
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
一個不依靠神的家庭所收成的全是枉然，就
像離了葡萄樹的枝子一樣。所謂「勞力」是
指與神同工，離開主勞力就會成為枉然。只
有以基督為主的家庭，才會可能是一個幸福
的家庭！
（本文收於〈更新講台〉錄音C103第4卷，
歡迎選購收聽，www.crmnj.org，美國新
澤西州：更新傳道會。）
註1：《更新版研讀本聖經》（美國，新澤
西州：更新傳道會，2008年）。

更新版研讀本聖經有世界知名的作者陣容
原書由47位世界級福音派知名聖經學者寫成，如：Walter C. Kaiser, Gleason L. Archer,
Raymond Dillard, Leon Morris, Robert Mounce等

更新版研讀本聖經受西方聖經學者的肯定
▲

本書的研究資料不僅擁有很高的學術水平，同時也具有這類作品中少有的屬靈及
敬虔的熱誠。編者不將每件事“靈意化”，卻仍能滿足讀者頭腦及心靈的需要。
華倫魏斯比 Warren Wiersbe /聖經學者，著作超過一百本

▲

這部研讀本聖經中的每卷書都像一本小型的解經書，內容清楚樸實，所用之聖經譯
本，也是我逐日愈讀愈感敬服及感激的。
道格拉斯 J. D. Douglas /聖經新辭典總編輯

▲

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的註釋有兩大特色值得特別稱讚：第一，編者列出聖經中各書
卷的歷史及地理背景，使人更容易領悟；第二，每卷書都是從聖經整體的角度來
看，同時使用“正統解經法”(Canonical exegesis)，幫助讀聖經的人重視每卷書對
全本聖經整體啟示的貢獻。
布魯斯 F. F. Bruce /已故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榮譽教授

嚴謹卓越的學術水平
清楚統一的神學觀點
正統信仰的解經原則
專業精緻的編輯製作

更新版研讀本聖經有華人聖經學者的貢獻
由數十位華人優秀聖經學者與牧長精心翻譯，鮑會園牧師擔任總編輯兼新約編輯，
陸蘇河教授擔任舊約編輯。
◆ 此更新版研讀本聖經由美國最大印刷廠R. R. Donnelley & Sons 承印，品質精良。全書2576頁，另32彩色頁，皮面燙金，黑紅兩款。

原文譯註

更新版和合本經文

˙新標點、新分段、新分段標題、平行經文
˙詩體經文皆分行分段，顯出希伯來詩體風格
˙更新版增添難字讀法

˙
˙

經文註釋

˙230萬字，2萬條經文註釋
˙採當代福音派聖經學者嚴謹觀點
˙注意各卷神學觀點彼此呼應，
與以經解經原則的應用
˙藉編者註說明和合本經文與
NIV經文不同之處
˙更新版增添800條全新註釋，
全面仔細修訂原有註釋
˙更新版增添三種符號，提示留意
考古和人物資料及靈修應用

˙
˙
˙
˙
˙

查證不同的原文翻譯
比較古代經文抄本中不同的讀法
解釋原文用語
列出舊約引句出處
換算度量衡

串珠系統及主題索引、地圖索引

˙串珠系統共有100,000條串珠，
按原文字、句及觀念三方面串合
˙更新版增添主題索引，包含632
條主題，可按筆劃或漢語拼音搜尋
˙地圖索引包括英中對照，助讀者
快速查到地圖中任何地名

引言大綱

介紹作者及各書背景、神學觀念，主題與結構
更新版增添近代考古新資料，修辭與文體的介紹

專文、地圖、表格

˙48幅內文地圖，分佈在相關經文附近，一目了然，輔助讀經
宏觀角度，重繪聖經城市、
˙40個圖表，年表及繪圖，列出史地及專門資料或人物年表，提供
建築及物件可能樣式，以助讀者想像
˙7篇專文，提供特殊書卷的背景資料及解決疑難
˙更新版增添7頁四福音合參，方便讀者綜觀四福音

彩色地圖、
彩色年代表

˙12張彩色地圖，從早期
族長世界到羅馬帝國，
概括兩千年歷史

˙7張彩色年代表，包括中
西四千年歷史，教會歷
史及中文聖經翻譯史

親愛的主內牧長與弟兄姊妹：
謹在此向您介紹更新傳道會近年來全面更新的簡體《更新
版研讀本聖經》(Simplified Chinese CRM Study Bible)(Fully
Revised)！
國際聞名的英文NIV Study Bible自1985年問世以來，經過兩
次增修(1995，2002年)，銷量超過六百萬冊，至今仍是英文世
界中最具學術水平的研讀本聖經。更新傳道會精心繙譯製作，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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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方當代福音派最有分量最
嚴謹的研經心得結合起來。多年來，無數華人牧長與信徒從其
中獲益，藉著它從更深入地研讀聖經，得著更扎實的信心。
為精益求精，更新傳道會又於2004年將之全面修訂、更
新，2008年出版，定名為繁體《更新版研讀本聖經》，並於
2012年轉換為簡體，如今鄭重推薦給各地習慣使用簡體的華人
信徒。
簡體與繁體《更新版研讀本聖經》相同，除了收入英文版
修訂本的全部內容，即自初版以來考古學、語言學及研經方面
累積的一切新資料，更保持原先《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的優
點：嚴謹卓越的學術水平，清楚統一的神學觀點，正統信仰的解
經原則，專業精緻的編輯製作。這些優點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在經文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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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獨特的貢獻，是
將英文NIV聖經的原文譯註譯成中文包括在內，提供讀者不同
的原文繙譯及古代經文抄本的重要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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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版》在
經文段落中且同步列有難字讀法。
在各書引言及註釋方面：是由四十七位世界級學者寫成，

包括知名學者如：Walter C. Kaiser, Gleason L. Archer, Raymond
Dillard, Leon Morris, Robert Mounce。由數十位華人優秀聖經學
者與牧長精心繙譯，鮑會園牧師擔任總編輯兼新約編輯，陸蘇
河教授擔任舊約編輯。採當代福音派聖經學者嚴謹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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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僅有清楚的宏觀，逐節的註釋，也有原文的解釋，修辭與文體
的介紹，及近代考古的新資料。《更新版》增添了全新的800
條註釋。
在補充資料方面：共有7篇專文，48幅內文地圖，40個圖
表、年表及繪圖，12張高品質的彩色地圖，7張彩色年代表。
地圖及繪圖的製作精美；圖表及年表資料豐富，如《更新版》
增添的「四福音合參」、「詩篇饒富意義的編排方式」等，提
供綜觀。串珠系統共有100,000條串珠，《更新版》增添了主題
索引，包含632條主題。等於一本精選出來可隨身攜帶的研經
圖書館。
在方便讀者使用方面：採英文NIV Study Bi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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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美麗，方便閱讀。並增添三種符號，提示考古和人
物資料及靈修應用。
在製作水平方面：全書2576頁，另加32彩色頁，皮面燙
金，黑紅兩款，以豪華本（真皮）面世，由美國最大印刷廠R.
R. Donnelley & Sons承印，品質精良。
隨信附上簡體《更新版研讀本聖經》的介紹海報，敬請協
助張貼，使更多人知道這本聖經的出版。我們也再次把簡 體
《更新版研讀本聖經》奉獻給祂，求祂繼續使用，鼓勵華人信
徒能天天研讀聖經，心意更新；好讓信徒更新，教會更新。
願一切的榮耀單單歸給神，Soli Deo Gloria!

更新傳道會 敬上
2012年七月

簡體《更新版研讀本聖經》
〔訂購單〕
2576頁內文，加32頁銅版彩色年代表及地圖（豪華黑與棗紅色真皮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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