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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註：本文作者康培•摩根集牧師、佈道家、解經家
於一身，是二十世紀初最傑出的解經家之一，被人譽為
「解經王子」。他在早年便被人稱讚是個能夠循循善導
的良師，而每當有人問摩根解經的祕訣時，他總是說：
「用功，努力用功，我再說，要用功！」他往往先讀一
卷聖經四十至五十次之多，然後才傳講這卷書的信息。
摩根的兒媳婦吉兒•摩根（Jill Morgan）將他的生平編
寫為《讀聖經的人》（A Man of the Word）一書，而
他確實配得此名。

若要研讀箴言8章，首先必須知
道這一章在整本聖經中的地位。箴言
是舊約所謂智慧文學的一部分，嚴格
來說，這一類書卷包括約伯記、箴言
和傳道書。此外，在詩篇中，我們偶
爾也可以看到屬同樣性質的詩歌；而
旁經中也有兩本書，一是《所羅門的
智慧書》，另一本是《傳道經》，都
屬於智慧書。
「智慧」這兩個字，相當於我們
一般所說的「哲學」，也就是說，這
些書卷乃是聖經中富哲理性的作品。
然而，我們必須區分一般所謂的哲
學，和聖經所說的哲學之不同。按我
們今日對「哲學」的理解，若仔細分
析「哲學」一詞，它包括兩部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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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問題，以及認真尋找問題的答案。
假如我們用一個比較寬廣的角度來看
哲學史，最早可回溯到阿那克薩哥拉
（Anaxagoras）這位希臘哲學家，自
他以後的幾個世紀，哲學都歸於沉
寂，一直到笛卡兒和培根時代，哲學
才又重新萌芽。而且我們發現，哲學
幾乎都是開始於一個完全合宜且合法
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正好也是彼拉多
問耶穌的一個問題，那就是：「真理
是什麼呢？」
然而，希伯來哲學並不是從「問
問題」開始，反而是從一個「肯定」
開始，就是肯定神的存在，並且因著
這個肯定，又進一步假設，一切的智
慧都在神裡面；然後根據這個假設，

王林秀芬∕譯

得到一個推論，那就是：對人而言，
「敬畏耶和華乃是智慧的開端」。假
如我們從這些希伯來哲學家的思考過
程來看，我們可以這樣說，他們認為
在實存範疇之內的每一樣事物，都必
須先源自一個觀念，或是一個思想；
根據這個思想的存在，他們附帶假設
必然有一個會思想的人存在，因此他
們又假設神就是這個思想的人，祂的
思想存在於一切現象之先。事實上，
這些希伯來哲學家是在表明，宇宙沒
有不能解答的謎，即使人缺少完全
的知識，那個知識也存在神那裡。因
此，對人而言，「敬畏耶和華乃是智
慧的開端」。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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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所說的神並不只是希伯來的神，更
是整個宇宙的神。這並不表示希伯來
的神學和希伯來的哲學有所衝突，希
伯來神學對神的最終觀念，乃是藉著
耶和華這個偉大的名字啟示出來的，
這個名字不僅不斷出現在約伯記中，
在箴言出現的次數更多。有趣的是，
傳道書的作者因為失去耶和華神這個
概念，所以在整卷傳道書中，也就都
看不到耶和華這個名字。這些智慧書
完全沒有提到摩西的律法，或摩西所
說的禮儀，因為智慧書強調的是道德
而不是禮儀，因此其中所提的道德標
準，並不只是為希伯來民族設的，乃
是針對整個人類，把所有人類的經歷
都涵括在內。
箴言書首先包含一系列對智慧
的論述（1-9章）；接著是箴言彙編
（10-24章）；再接下來的一段，是
在希西家時代所收集的箴言（25-29
章）；結尾則是亞古珥的箴言和利慕
伊勒的言語（30-31章）。
第8章屬於第一段落，本身就是
一個完整的論述，而且對智慧這個主
題也有關鍵性的論點。這裡智慧以擬
人法出現，而且會自己開口說話。前
面三節是對它的介紹，接下來整章都
是智慧所說的信息。信息明顯分成
四個段落：第一段是智慧的自我介紹
（4-9節）；第二段描述智慧的珍貴
（10-21節）；第三段是智慧的宣告
（22-31節）；最後一段則是智慧最
後的懇求（32-36節）。

智慧的自我介紹
箴言8章前面3節是引言：「智慧
豈不呼叫？聰明豈不發聲……」在這
一段中出現兩個詞：「智慧」和「聰
明」，智慧指的是完全的知識和絕對
的真理；聰明則是指完全的智力，是
對智慧完全的領悟。
這裡描述智慧站在大道，也就
是一切道路的交口。它甚至站在城門
旁，在城門口，在城門洞，也就是在
一切活動交匯的中心。因此，在每個
路口，也就是在各處都可以聽得到智

慧的言語。假設我們把這個想法應用
到倫敦，意思就是說，智慧就在倫敦
市長的宅邸、交易所、皇家銀行裡說
話，而且也在東西南北各個方向的路
口上說話。這也就表示智慧永遠是公
開的，並不隱藏，也沒有悄聲說話，
更沒有欺瞞人；智慧乃是一個世界性
的語言。
討論到這裡時，我們需要回到前
面第7章去看一些十分明顯的對比。
在第7章中，邪惡化身成一個女人，
所有用來描述邪惡的可怕、隱喻性言
語都出現了。那裡對邪惡的描述使我
們看到邪惡會藏在隱暗的地方，狡猾
地潛入，詭詐地向人說話。這與箴言
8章形成一個有趣且完全的對比。
接著，我們來看智慧要說的話。
智慧對聽眾宣告說：「眾人哪，我呼
叫你們，我向世人發聲。」（4節）
由此看來，智慧乃是不斷地向人說話
的。這個事實把人和其他的創造物區
分開來，因為在人之下的創造物不能
聽到智慧的聲音。由此我們可以看到
人性的奇妙和可貴。
智慧又大聲說：「愚蒙人哪，
你們要會悟靈明；愚昧人哪，你們當
心裡明白。」（5節）因此，智慧對
人說話的時候，是向愚蒙人說話。這
裡「愚蒙」兩個字值得我們注意，因
為一般人的用法已經失去它原有的含
義了。英文欽定本聖經（KJV）翻譯
這個希伯來字的時候，指的並不是一
個缺乏智力的人；「愚蒙」這個字的
真正意思乃是指一個心智開放的人。
此外，智慧也向「愚昧」人說話，
「愚昧」就是指一個人的行為愚蠢。
因此，智慧的信息是給所有人的，它
向那些心智開放的人發出呼籲。不
管人有多愚蠢，更重要的是他要懂得
聽。
接著提到智慧要說「極美的話」，
也就是正直的事，是真實的道理。在
智慧的嘴中沒有邪惡，沒有彎曲與乖
僻，在它所說的一切話中，道德的原
則是最重要的。當智慧對人說話的時
候，總是把有關那個人的真實景況告

訴他。比如，對方如果是一個愚昧的
人，那麼智慧就會讓他知道他是一個
愚昧的人，不允許人自欺，原是愚
蒙，卻仍以為聰明。智慧說話深入人
性，解釋事情的真相。有人說：「神
是一切真實事物的神。」這的確是一
句深奧的話。智慧乃是神向人的靈
魂宣告事實的聲音，信息中並沒有欺
瞞，沒有彎曲，也沒有任何違背真
理的地方。這就是智慧介紹自己的方
式。

智慧的珍貴
在第二段，智慧把自己和人所
認為寶貴之事物相比，宣稱那些人以
為寶貴的白銀、黃金、珍珠，根本比
不上智慧的價值。所以智慧這樣說：
「你們當受我的教訓，不受白銀，寧
得知識，勝過黃金。因為智慧比珍珠
（或作「紅寶石」）更美。」（1011節）一切人以為有價值的事物都不
足與智慧相比。
智慧所提供的是公平、謀略與
真知識，這些是擁有真實權柄的祕
訣，舉凡君王、王子、首領並一切審
判官，都在智慧的管理之下。也許有
人會說，君王不見得永遠有智慧，而
首領和審判官也未必按智慧行事；然
而，一旦喪失智慧，他們也就失去了
權柄。只有當這些居高位的人照著智
慧而行的時候，他們的權威才是穩
妥、有效率的。
智慧接著又宣告說：尊榮和恆久
的財是它所賜人的禮物，智慧要求人
聽從它，因為它能為人帶來好處。 智
慧的宣告
接下來的一段是智慧的宣告。
假如我們要把這一章不同的部分分別
出來，那麼非這段莫屬：「在耶和華
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
（22節），在此，我們必須留意「造
化」和「創造」的區別。這讓我們想
起詩篇上的一段話：「他使摩西知道
他的法則，叫以色列人曉得他的作
為。」（詩103: 7）從這兩處經文我們
知道：「道」在「創造」之前，「思

想」也在「行為」之前。如今智慧
說，在神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
物之先，就有了它。當我們一打開聖
經，就讀到：「起初，神創造」（創
1: 1），智慧在這裡宣告，從起初（在
一切創造之先），智慧就已和神同在
了。
這個偉大的真理再次以不同的形
式重複說：「從亙古，從太初，未有
世界以前，我已被立。」（23節）
在思考這些事的時候，我們的
思路會從創世記1章1節想到約翰福音
1章1節。這兩處聖經都提到「起初」。
約翰福音那裡說：「道與神同在」；
而希伯來哲學家卻說：「智慧與神同
在」，這兩個想法其實是一致的，也
就是說一切創造都是智慧的作為。
這段敘述（24-31節）實在非常
優美，藉著這一段擬人化的智慧，我
們被帶到一切創造的背後，也進到一
切創造的裡面，看到在這整個過程當
中，智慧是與神同在的，也就是說，
神的造化和神的創造都倚靠這個智
慧。智慧在這一切的活動中，日日為
祂所喜愛。
緊接著，智慧馬上就說到自己
的喜樂：「踴躍在他為人預備可住之
地，也喜悅住在世人之間。」（31
節）這個段落非常有趣，說到智慧是
耶和華所喜悅的，而且智慧也為耶和
華一切的創造來踴躍，但智慧最終的
喜悅卻是住在世人之間。
於是智慧把我們帶到一切創造之
上，宣告他是神所喜愛的。當創造的
過程往前進展，至終有了人，智慧就
喜悅了。這整段強調的事實就是智慧
和神是完全一致的，並提出一個極為
驚人的宣告，就是整個創造過程的主
要目的和最重要的意義，就是世人！

智慧的懇求
緊接著我們看到了最後的懇求。
這些話仍是對人說的（32-36節）：
「眾子啊，現在要聽從我；
因為謹守我道的便為有福。
要聽教訓，就得智慧；

不可棄絕。
聽從我，
日日在我門口仰望，
在我門框旁邊等候的，那人便
為有福。
因為尋得我的，就尋得生命，
也必蒙耶和華的恩惠。
得罪我的，卻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惡我的，都喜愛死亡。」
意思就是：假如我們聽從智慧，
我們的生命就和永恆的事物以及創造
之先就存在的智慧產生關聯。這個智
慧掌管創造的過程，其創造的最高
峰，就是世人。

箴言8章總結
我們到目前為止所作的，顯然只
是很粗略地來研讀箴言8章。最後，
我們要為這一章明白啟示我們的事作
個總結：
首先，創造乃是井然有序的，絕
非偶然發生。一切眼見的創造都是智
慧運作的結果。神是創造的神，而且
祂也是律法和秩序的神。
當我們讀這一章的時候，必會
看到一件事，就是人是宇宙秩序的中
心。但這一點至今仍然有許多爭論，
甚至有人拒絕接受這個說法。達爾文
和華萊士（Alfred R. Wallace）也是因
為在這一點上看法不同而分歧。華萊
士堅持人是宇宙的中心，但有人認為
人是如此渺小，因而反對這樣的說
法。問題是，我們是否有權利把人看
成如此渺小呢？我們不妨來看一首希
伯來詩篇，其中作詩的人這樣說（詩
8: 3-4）：
「我觀看
你指頭所造的天，
並你所陳設的
月亮、星宿，
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毫無疑問地，作詩的人意識到
人跟宇宙秩序相比，的確非常渺小，
不過，詩人在這裡歡慶的卻是人的偉
大，而不是人的渺小，因為詩人領悟

到神顧念、眷顧人，人和宇宙秩序中
所有的事物不同，且遠遠超過這些事
物。
箴言這一段有關智慧的信息，
也啟示我們另外一個重要的真理，就
是：宇宙秩序中最重要的乃是道德。
自然律是神的思想，所以它們必然與
聖潔和公義相吻合，是放諸四海皆準
的。
我們再來思想一下前面已經提
過的約翰福音的序言，那序言不但補
充、而且更完全了箴言8章所啟示的
真理。智慧所說的偉大信息，在約翰
福音中藉著一個真實的「人」啟示了
出來。
在此，我要從旁經的智慧文學中
引用一段經文，「所羅門的智慧書」
如此說：
「祂是神能力的氣息，
神全能榮耀的彰顯；
一切污穢不能進入，
因祂是永世燦爛的光輝，
是神無瑕疵的明鏡，
是神善良的形像。
祂與神合一，無所不能；
祂自顯有能更新萬物，
代代永居聖潔心靈。
祂使人與神和先知為友，
凡與智慧同居之人，
神必拯救。
因祂比日頭更美，
遠遠高過群星。」
可見智慧文學喜愛高舉的是智
慧。我們隨即想到一位猶太作家斐羅
（Philo），他滿腦子都是希臘哲學，
首先提到「道」（Logos）。但後來
約翰出現了，他完全不受這個斐羅的
影響，甚至修正了斐羅的觀念。約翰
宣告說，道起初就與神同在，道就是
神，而且道成了肉身。這就是基督教
真正的意義：基督就是神賜給人的智
慧！
（本文選自《聖經中的偉大篇章》
箴言8章。「更新傳道會」2005
年出版。歡迎上網訂購www.
crmnj.org，或電732-828-4545）

佳美腳蹤—讓我們得人去！
陳昆華，李陳長真等∕譯

編者註：本文作者海斯牧師曾是美國印第安納州哈蒙市
（Hammond, Indiana）第一浸信會的主任牧師，他除了在台上傳講福
音之外，也藉著探訪及旅行的機會，每年平均帶領二百多人信主。他
的教會曾是全美主日聚會出席人數最高的浸信會。海斯牧師在傳福音
上充滿了睿智、熱誠和勇氣，他善用「羅馬路」作為傳福音的工具，
不論在何環境下，他總能因時、因地、因人傳講福音，真是一位名符
其實的「得人漁夫」。

一句問話打開福音之門
多年前我學習到一件事，就是可以藉著一句小小的
問話打開福音之門。我決定要在旅行時利用各樣的機會
去這樣做。
有一次當我參觀紐約市的自由女神時，我站在外邊
觀看，看到有一個人也在那兒。我對他說：「你有自由
嗎？」他說：「此話怎講？」
於是我告訴他關於耶穌基督所給人的自由與拯救。
就在那兒，我們一同面向著自由女神，他接受了主，得
著了拯救。
又有一次我在舊金山駕車開上金門大橋，當我過橋
後遇到一人站在路旁，我對他說：「你願意讓我告訴你
一座連接天堂與地獄的大橋嗎？」他的生命就在金門大
橋邊改變了。
另有一次我南下到佛羅里達州的派拉蒙市去講道，
當我舉目眺望墨西哥灣時，有位路人從旁經過，我對他
說：「那邊有個好大的深淵峻谷。」他說：「你說的沒
錯。」 我又說：「但這並不是我指的那個深淵。」
我翻開路加福音16章，告訴他天堂和地獄之間的深
淵峻谷，並且告訴他如何信主得拯救。
又有一次我去密蘇里州的特里杭摩湖旅遊，我很懷
念那裡的湖光山色，也記得我在那裡曾對一位經營釣魚
場的朋友說：「讓我告訴你另外一個湖。」他說：「是
什麼湖？」於是我告訴他有關「火湖」的事情，並且警
告他千萬別到那裡去！
讓我們千萬不要耽延，趁著此時此地把主耶穌介紹
給別人！

熟記「羅馬路」
有一次我搭飛機回家鄉德州，我是最早一批上飛機

的。當天的天氣本來不冷，但飛機裡的冷氣大開，我用
外套把身體裹得緊緊的，其他的旅客上飛機以後也都不
斷地嚷著說：「真冷！真冷！」最後有一個人坐到我旁
邊來，面對著我說：「老天，這架飛機裡怎麼會冷得像
地獄一樣！」
我問他說：「先生，你用的是哪一種聖經？」他
說：「什麼？」我又問一次：「先生，你用的是哪一種
聖經？」他說：「你在說些什麼啊？」
「你一定有本不尋常的聖經！」「假如我有本聖
經，我的聖經跟這又會扯上什麼關係？」「我的聖經並
沒說地獄是冷的，但說了些其他的事情，讓我指給你
看。」
於是我拿出聖經，翻到羅馬書3章10節，指出世上
「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我又翻到羅馬書3章23節，證實「世人都犯了罪，虧
缺了神的榮耀。」
然後我翻到羅馬書6章23節，告訴他「罪的工價乃是
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乃是永生。」
我再翻到羅馬書5章8節，讓他看見「惟有基督在我
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
了。」
最後我解釋羅馬書10章9-13節，說明「你若口裡認
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
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他點頭同意，並向神禱告認罪悔改，接受耶穌為他
的救主。這全都因為他在上飛機時說了這句話：「這架
飛機裡怎麼會冷得像地獄一樣！」
你我若靜靜想想，就會發現，太多的時候我們可以
利用神所賜身邊的機會，去帶領人接受主耶穌。

莫錯過任何機會
有一次我到遠方的一個城市去佈道。那陣子我實在
是累得厲害，但就在那麼疲倦的一個晚上，我反倒失眠
起來。我想既然睡不著，不如就起床禱告吧！於是我跪
在旅館的床邊，對主說：「主啊！我今天要向每個與我
說過話的人傳福音。」

當我仍跪在床邊禱告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在敲
門。我心想，有誰會在三更半夜來找我呢？原來是旅館
裡打掃房間的女服務員。我開著門縫兒和她說話，因為
我還穿著睡衣。她頗帶歉意地說：「哦，對不起！我只
是想看看你是否仍住在這兒？」原來我把「請勿打擾」
的牌子掛錯了一面，變成是要旅館立即派人來打掃房間。
她問說：「你是否還會住在這兒？」我回答說：
「是的，但不會太久。」「還有多久呢？」「哦！總還
有好幾年吧！不過也不會長了。」「你說什麼？你還要
在這裡住上幾年？」「沒錯，但不會太久的，幾年過後
我就會離開了。」
我又對她說：「妳在這兒的日子也不會久的。」
「先生，我可不知道你在講什麼。」「沒有人能永遠活
在這世上，也許這正是上帝的旨意，讓我把門上的牌子
給掛反了，好讓我有機會告訴妳，如何預備好去我將要
去的地方。」
就在這個漆黑的清晨，在這家旅館的走道上，這位
女服務員跪著接受主耶穌為她個人的救主。
當她離去之後，我仍沒有忘記自己向神所許下的諾
言，決心向每個所遇到的人傳講福音。天亮之後，我想
起自己有一些衣服要送洗，於是就撥了個電話給旅館的
櫃台，請他們派人上來取衣服。洗衣房的人來了，他問
我：「你有衣服要洗嗎？」我說：「有四件襯衫。」
他接過襯衫之後，就準備轉身離開。這時我突然想
起自己向神所許的諾言，因此又急忙把他叫住：「別忘
了，要把這些襯衫洗得像雪一樣白。」「像雪一樣白？
我想那是辦不到的。」「我倒知道有一樣東西，能被洗
得那麼白。」「是什麼東西？」「是你的罪。」
我翻到以賽亞書1章18節，與他一同讀，不久之後，
他就得救了。
那天早晨，我趕著去聚會，於是在街上攔了一部
計程車。司機打開車門，說：「您早！」我問道：「你
認得路嗎？」他回答說：「那全要看你上哪兒去。」我
說：「我往天堂去，你知道要怎麼去嗎？」
就在前往教堂的路上，這位計程車司機也接受了
主。
我又懇求主，在那天能賜我一個真正難忘的傳福音
經歷。當天我所帶領的聚會結束後，我一個人坐在旅館
的大廳裡看報紙，離我不遠處，正坐著一位神父。我走
了過去，在他身旁坐下，對他說：「先生，我看出來你
是位神父，我能不能請教你一個問題？」他說：「當然
可以，你問吧！」
我說：「你能不能告訴我如何上天堂？」他抬起頭
來，望著我說：「哦！答案不是都記載在聖經上嗎？」
我說：「我知道，但這條路究竟該怎麼走呢？」他咿咿
唔唔了一陣，最後說：「這樣吧！等我回去查一查，再

寫信告訴你。」
我說：「神父，那你一定不知道要怎麼上天堂。」
他說：「我……我……」我又說：「我知道那條路，能
不能讓我把它指給你看？」於是就在旅館的大廳裡，我
帶領了一位神父認識主。
讓我們今天就下定決心，向每一位我們所遇見的人
傳福音！加油站的打工生、超市的店員、餐廳的老闆及
服務員、醫生、同學，還有辦公室裡的朋友，許多罪人
都在等待著這個大好的信息呢！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多年前我曾經搭乘飛機到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市去，
坐在我旁邊的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婦人，於是我開始和她
閒聊起來。
「嗨，妳好嗎？」「非常好！」「妳是否曾想過，
如果妳離開了世界，能到天堂去嗎？」「什麼！我從不
相信有天堂這種地方。」
我說：「妳知道妳得救了嗎？」她說：「我是一個
基督教科學會的會友。」我又說：「女士，妳知道妳死
後會上天堂嗎？」「那不過是一種幻覺罷了！」「如果
妳不得救的話，就得到地獄裡去，妳知道嗎？」「我也
不相信有那種地方。」「那麼妳死後會到哪裡去呢？」
「沒有『天堂』和『地獄』這種事，死了就是死了。」
這時飛機忽然碰到一陣不穩定的氣流，幾乎要翻
了過去，那婦人緊抓著她的座椅，嚇得發抖。於是我問
她 ： 「 有 什 麼 事 啊 ？ 」 她 說 ： 「 什 麼 ？我 們 將 要 喪 命
了，你知道嗎？」
「哪有『死』這種事？」「你不要再和我開玩笑
了。」
接著我用了幾分鐘的時間告訴她：我們人人都有
一死，以及如何能在死了以後進入天堂。相信你我都明
白，進天堂與你是什麼教友並沒有什麼太大關係，最重
要的乃是要有重生得救的經驗。
你可能是基督教科學會的會友，或是猶太教的教
徒，或是耶和華見證人會的信徒，或甚至是浸信會的會
友，但是如果你沒有真正得著主耶穌基督，這些會籍都
不能讓你得救。
我曾在某一個城市裡作過一個測驗。我訪問了一百
個人，問同樣一個問題：你認為應當怎樣做，才可以進
天堂？結果有3個人說要「信耶穌。」有97個人說要「加
入教會，過一個有道德的生活，去愛別人等等。」
啊！求神讓我們去告訴世人，神的恩典必須藉著我
們主耶穌基督才能臨到信祂的人。若不藉著祂，沒有人
能到天父那裡去！
（本文選自《佳美腳蹤》，「更新傳道會」2016年修訂
版。歡迎上網訂購www.crmnj.org，或電732-828-4545）

位置有限，歡迎儘早報名！

BIB 121∕ 耶利米書解經
開課時間：2016年11月5-6日

教師：陸蘇河教授
深入認識耶利米書的背景和神學信息，尤其這本書對事奉和新約的關係，
並對我們今日生活的意義。

授課地點：Day's Hotel, East Brunswick, NJ 08816
主辦單位：更新傳道會
*學費：正式修課（修學分）每門$180；旁聽（不修學分）每門$95。
（學生如已有學士學位，選課學分成績在B或以上的課程及學分，可轉
美國南卡州 "哥倫比亞聖經神學研究院"，簡稱CIU)

*連絡方式：
更新網站：www.crmnj.org
或電話：732-828-4545；傳真報名： (732)745-2878

隨著9月的來到，意味著假期和
玩樂即將告一段落，不論是上學或
上班的人，都得收心過「正常」的日
子了。在教會，9月也意味著新學年
的兒童和青少年主日學的開始，願各
地華人教會都能以教導孩童和青少年
神的話語為重，好讓他們到老也不偏
離。因為根據美國近來的統計，在基
督徒家庭中長大的第二代，離家上大
學後不再去教會的年輕人流失率竟
高達70%以上，求神幫助我們成為
下一代年輕人在主話語上生根成長的
媒介。
[一般事工]

◆ 暑假期間更新同工外出的很多。徐
瑜姊妹利用三週的時間參加兩地英文
營會的短宣隊；陳琬琪、曾靜君與鄭
佳明姊妹在美國和台灣探親；李定武
牧師夫婦拿了三個月的安息月；魏曉
清姊妹不慎扭傷腳並骨裂，只得在家
休養等。更新同工受傷的還有余金蟬
姊妹，她因在辦公室跌傷手腕，6月
初動過手腕韌帶手術，尚在康復中。
台灣同工黃珍輝也因為經常搬運書
籍，背部常感不適，6月間又動了腳
趾手術，行動不便，亦在康復中。剛
從台中東海大學及柏林華人教會從事
門徒訓練培訓的周德威傳道，不久後
就要出發前往慕尼黑服事，求神賜他
健康的身體，活潑的靈命，能服事德
國當地的華人信徒。願神繼續使用我
們這個身體都略有不適的同工團隊，
不使神國的服事受影響。時間過得飛
快，一個暑假很快就過去了，9月初
大家都開始收心歸隊，也請繼續為更
新秋天開始的忙碌服事代禱。
◆ 由於事工的繁重，更新總部需要
增添一些不同部門的同工。除行政部
門外，其他部門也需要有專人參與
服事。諸如，針對目前各地教會的需

Visit

Did You
Us Lately?

要，我們需要多增加一些門訓同工或
義工，專門從事「豐盛生命」的初信
栽培事工；也需要有專人負責推動在
各地舉辦讀經營的事工等；此外我們
還需要訓練更多的文編人才。請為我
們禱告，求神預備合適的人選，也提
供所需要的經費。
◆ 暑假一向是我們奉獻收入的淡季，
更新總部到目前為止，結欠美金7萬
元，我們很需要你們在禱告與固定奉
獻上的支持。除使用支票外，歡迎你
用信用卡在更新網站上直接奉獻，或
由你的銀行用Bill Pay的方式奉獻。求
主記念你為更新事工所擺上的一切，
施恩與你（尼5: 19）。
[編輯部事工]

◆ 在編輯團隊龐慧修、陳琬琪和美工
李仲淳三位同工的努力下，修訂版的
《佳美腳蹤》於8月印成問世。對大
學城附近的教會來說，9月正是迎新
傳福音的好機會，如果你對傳福音感
到不知所措，那麼《佳美腳蹤》對你
的幫助可就大了，歡迎你大批購買，
不但自己學習，也鼓勵教會中不敢傳
福音的弟兄姊妹一同來學習並應用。
（詳情請看本刊第6頁）
◆ 請為編輯部正在忙的兩本聖經註釋
書禱告：《創世記註釋》與《利未記
註釋》，這兩本鉅作的版面處理都很
困難，請為排版組禱告。長期在電腦
前「埋頭苦幹」的排版組組長章俊弟
兄，因工作關係，腰部也有問題，請
在禱告中記念。
◆ 去年出版的《東方父母西方情》
成了許多人的最愛，譯者龐慧修也應
邀前往不同場合分享此書的內容，大
家對如何在雙文化下養育子女都很感
興趣。其實這本書也很適合住在亞洲
的父母閱讀，以了解越來越西化的子
女，並避免親子間的衝突。此外，編

輯部陳琬琪姊妹的丈夫方激弟兄，在
讀完此書後頗有感觸，因此寫了一篇
感言，刊登在《舉目》雜誌上，文章
名為：「正本清源話差異—讀《東
方父母西方情— 海外亞裔子女的
心聲與輔導》」。歡迎大家上網去閱
讀。http://behold.oc.org/?p=30786
◆ 第三套更新關懷輔導系列已於5月
出版，共有四冊：
《外遇後的重建》
、
《處理婚外情》
、《離婚後的恢復》、
和《面對家庭暴力》。希望大家要記
得你的教會中一定有許多隱形人，他
們有著一顆破碎的心，需要靠主耶穌
的愛來恢復。你願意本著愛心去愛
護並理解他們嗎？這些小冊既容易
攜帶，又便宜，你多收集一些，放在
皮包裡，隨時可以用得上。請上更新
網站購買（見本頁下方更新書房網
址），並善加利用。
[更新學院]

◆ 今年秋季的更新課程將在11月5-6
號（周六∕日）舉行，由陸蘇河教授
傳講解「耶利米書解經」(BIB121)。
這門課能幫助我們深入地認識耶利米
書的背景和神學信息，尤其是了解這
卷書與事奉和新約的關係，以及它對
我們今日生活有何意義。面對2016年
的美國大選，你是否有不知何去何從
的感覺呢？其實我們今天所生活的世
界與耶利米當年的沒有不同，今日的
社會與當年都一樣藐視神的話，大家
也依然在說：「平安了，平安了」，
但其實沒有平安。機會難得，歡迎大
家趕快報名。
◆明年開始，我們希望能多增加一些
新課，請為此禱告，也為學員禱告，
求神繼續使用更新學院，訓練更多在
神話語上有根有基的基督徒。

更新臉書 Facebook: http://goo.gl/PrAUAG

更新 Line: crmnj.org 或 +1 848-459-0043

更新微信 WeChat ID: crmnj2015

更新書房網址：http://crmnj.org/store.html

歡迎加入我們的社交媒體，有好書，好文章，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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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飛快，一轉眼15年已成為
歷史，但每年到了9月，紐約華爾街雙
子大廈被毀的情景就會浮現眼前。相信
許多人都記得那天早上他正在作什麼。
那也是個獨特的911早晨，我正坐
在廚房喝咖啡，欣賞著窗外的藍天白
雲。9點左右，在紐約上班的小女兒氣
急敗壞的打電話來，叫我快點打開電
視。只見雙子大廈一棟在冒煙，另有一
架飛機正向另一座大廈飛去，我還不明
所以地問女兒，它為什麼飛得這麼低。
話沒說完，一切都已成了歷史。從來沒
有正視過恐怖事件的我，開始忙著在谷
歌中搜尋賓拉登是何許人也，也突然發
現視美國為人民公敵的他，不但從此改
變了美國，也改變了全世界。
如今15年過去了，世界改變得更加
利害，美國也不再是我初來時所認得的
美國。看到一個世上少有是以神立國的
國家，只需200年的時間就在神的恩典
與祝福中墮落，令我心痛，也令我為她

感到悲哀。她的沉淪更令我想到自己的
靈命光景……我有沒有也不知不覺地在
各種恩典與福氣中漸漸墮落─變得愛
祝福勝過愛賜福的主？有沒有自滿或自
傲到不知道一切恩典都來自神這惟一的
源頭？
感謝神，任何一件歷史事件在人
看來是沒有意義的，或是很悲慘的，
都不會讓神感到意外；同時神也要求
我們從歷史中有所學習。從911這個歷
史事件，基督徒究竟可以學到什麼功
課呢？
近年來合法進入美國的各地移民
越來越多，光是我們新澤西州中部就豎
起不少的清真寺。然而移居美國的穆斯
林與其他族裔比起來並不算多，最多的
還是墨西哥、印度與大陸的移民，大家
也都有辦法在美國安定下來。可惜美國
並沒有成為各國移民的熔爐，各族群反
而有如一盤沙拉，各有各的集中地。換
句話說，在這片土地上，不論你定居多
久，即使不會說一句英文，也照樣能生
存下去，依然過著與住在本國時一樣的
生活。但這是很可惜的事。

當我們華人教會開始重視海外宣
教的同時，你曾想過與你辦公室的異
文化同事或孩子同學中那些不太會
說英文的父母作朋友嗎？我們寄居異
地，也曾作過新移民，應該對他們所
遇的困難更能理解。也許我們都該設
法脫離自己的舒適圈，去認定一個異
族家庭，與他們作朋友，不時請他們
共進晚餐，或出外郊遊等，好讓他們
看出你的信仰與一般家庭有何不同。
如果你為了福音的緣故，還肯花工夫
學西班牙話，那就更棒了。
讓我們基督徒都用自己獨特的方式
成為這世界的光與鹽，因為惟有我們這
些已經脫離黑暗進入光明國度的人，才
能靠著神的恩典改變我們週遭的世界，
用「饒恕」取代「恨」，用「愛」取代
「偏見」。不僅如此，有一天我們還
要去見主，希望那時我們的帳本上都會
寫著一群因我們傳福音而得救的異族朋
友們的名字。相信那時主會對我們說：
你雖然老了，還肯聽話去行大使命，
就進來參加我為你們預備的宴席吧！
（長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