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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真∕譯

編者註：本文作者為聞名的猶太學者。今天由於媒體的偏激
和有跨越空間普及的傳播工具，基督徒更需要有分辨是非和
決定該不該傳遞哪些訊息的能力，求神藉祂自己的話，讓我
們有足夠分辨的智慧吧！

聖經視口舌之爭與肉體的衝突一
樣嚴重。偽經中的《西拉克書》中有
這樣的話說：
「鞭子留傷痕，
舌鞭壓碎骨，
刀劍不留情，
舌劍照傷人。
未見其怒、
未受其害者；
未負其軛，
未受其困者；
乃人間福人也。
其軛硬如鐵，

其鐐強如銅，
其死不善，
惟陰間其屬。」
—《西拉克書》28: 17-21
箴言與詩篇亦提及與偽經類似的
看法，舌戰不僅危險，有時甚至會致
人於死地，人人應以為誡！
所謂舌爭，是指任何一種故意
用來傷害人的語言，聖經將它分為
五類：
一、咒詛：設法藉超自然的力
量使某人受害（出21: 17; 22: 28；利
19: 14）。

二、辱罵：惡言相向（出22: 28；
林前5: 11; 6: 9-10）。
三、欺詐：用謊言或故意製造
錯誤印象的方式，以掩飾自己不良的
企圖（詩10: 7; 52: 1-4; 101: 5, 7；羅
1: 29-31；彼前2: 1, 22-23; 3: 9-10）。
四、作假見證：在法庭上公開作
。
偽證（出20: 16；箴19: 5, 9; 25: 18）
五、誹謗：向第三者論斷某人
（出23: 1-3；利19: 16；民12: 1-3, 8；
雅4: 11-12；彼前2: 1）。
在以上五種舌頭可能會犯的罪
當中，最後一項最需留意，因前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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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被當事人察覺，它們有如大
砲彈，不發則已，一發就能致人於死
地；惟有誹謗是一件不明顯的罪，即
使犯了，自己也不易察覺。我們常常
熟練地揮舞著這個武器，卻不知自己
在使對方流血。

誹謗／批評
字典對誹謗一詞的定義是：「以
謊言破壞他人的名譽。」但這並非聖
經的原意，聖經對誹謗或批評一詞的
重點不是放在話語本身的對錯上，而
是重在這句話該不該說。新約希臘文
用Katalalous來形容此詞，它有指控之
意。這詞的意思乃是指用言語指控的
人無權說這些話，它並沒有表明此人
說的不正確─ 只是他沒有資格說

而已。
誹謗之所以是罪，因為傳話之人
的目的是要叫別人蒙羞，或使其人名
譽被玷污，即使所傳的是實話亦然。
這種解釋與今日對這詞的用法有很大
的出入。
雅各書4: 11-12明文禁止信徒誹
謗別人：「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
評；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就是
批評律法，論斷律法。你若論斷律
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斷人
的。設立律法和判斷人的只有一位，
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你是誰，
竟敢論斷別人呢？」
雅各所謂的律法可能是指誡命
中第二條最大的誡命─要愛人如己
（雅2: 8）。此處的論斷與批評同
義，當我們批評弟兄時，就是站在比
他高的地位上，覺得自己有資格來衡
量他的行為，然後下一個權威性的結
論。當神沒有把這樣的地位賜給我們
時，我們卻這樣做，就是論斷神的律
法。神的律法要我們愛弟兄，因此當
論斷弟兄時，我們就是在論斷神的律
法，也就是在論斷神了，因為這些律
法原是祂設立的。
當然在某些情況下，神也要我
們作審判官。父母就是神設在家中的
審判官，處理孩子們的糾紛。一個教

會中的長老也有這種身分。當神把這
種身分賜給我們時，我們不但要顯出
恩典、慈愛與關懷之情，我們更要能
表現出堅定不移的一面。然而當神沒
有把這種權柄給我們時，我們就不要
自己按立作審判官，這就是雅各的
意思。
新約聖經中論到誹謗一詞時，共
用了三個不同的希臘字，每字的意思
都略有不同。第一是Katalalos，除了
出現在雅各書4: 11-12節外，又有羅馬
書1: 30，哥林多後書12: 20及彼得後
書2: 1，均有「批評」之意。第二個
希臘字是diabolos，有「讒言」之意，
在新約中多半用來形容撒但，英文的
devil（惡魔）即由此字演變而來。誹
謗與惡魔一詞如此相近，正可說明為
何神如此厭惡這種行為。此詞在提摩
太前書3: 11、提摩太後書3: 3及提多
書2: 3出現時，則是指人而言。第三
個字是blasphemia，有「褻瀆」之意，
但這字在翻成英文時已喪失其原意，
變成針對神而言，其實在新約希臘文
中所提的範圍較廣，包括神、人與天
使均在內，用在與人有關的句中也不
少（如太15: 19；弗4: 31；西3: 8；提
前6: 4及提後3: 2）。
換句話說，這三字的意義均略
同，聖經不要我們誹壞別人的名譽，
或使人對此人的公義、能力起懷疑。
讒言會破壞朋友們彼此的信任。我有
一個老朋友，他在另一個城裏的基督
教團體中工作，在一次聊天中，他把
團體中工作的人大致向我介紹了一
天，告訴我哪幾個是「好人」，哪幾
個是「壞人」。我當時聽了並不留
意，但很顯然我對他們的印象就是我
的老朋友給我的。在尚未遇見他們之
前，我對他們的印象已經定型，我相
信即使見了面，我也一定不會相信那
幾個「壞人」。其實我的朋友沒有理
由，也沒有資格來告訴我這些事，我
也沒有資格聽。但這就是誹謗可怕的
地方─它總是在我們最不設防的時
候來到，在我們心中播下懷疑、批評
與不信任的種子。

在猶太歷史中，說讒言的例子也
發生在摩西的家裏。
「摩西娶了古實女子為妻，米利
暗和亞倫因他所娶的古實女子，就誹
謗他，說：『難道耶和華單與摩西說
話，不也與我們說話嗎？』這話耶和
華聽見了。」（民12: l-2）
摩西是米利暗和亞倫的弟弟，由
聖經中我們大約可以找出說這種讒言
的兩個原因來；一是出自家庭糾紛，
他們看不順眼摩西娶的這個外邦女
子，於是這個糾紛導致他們對領袖的
批評。神聽到米利暗和亞倫的怨言，
正如父母對付爭吵的兒女們一樣，神
把他們叫到面前來。
「耶和華忽然對摩西、亞倫、
米利暗說：『你們三個人都出來到會
幕這裏。』他們三個人就出來了……
耶和華說：『你們且聽我的話：你們
中間若有先知，我耶和華必在異象中
向他顯現，在夢中與他說話。我的
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
忠的。我要與他面對面說話，乃是
明說，不用謎語；並且他必見我的形
像。你們誹謗我的僕人摩西，為何不
懼怕呢？』」（民12: 4-8）
神懲罰米利暗，使她暫得痳瘋
─ 這表明她在神前成為不潔淨的
人，從她受罰的程度看來，她可能是
這場爭執的煽動者。
這段經文中所提到的兩種原因
也很容易發生在我們四周。我們也會
衝動地批評自己的家人與親戚。數年
累積下來的怨氣很容易由口中流露出
來，其實讒言並不會幫助我們消除怨
氣，反會助長怨氣。我們也很容易向
人埋怨我們的上司或牧師，其實這樣
只有使他們更難把事情辦好。神今天
不一定會叫我們得大痳瘋，但祂一樣
會不喜悅。
論斷與批評是今天社會上的一個
通病，基督徒並不例外，如果我們能
把這種毛病由家庭、公司和教會中除
去，我們的人際關係必會大大改善，
我們的生活也就會變得更能符合神的
計劃了。

其他的方法
幾個月前，我與一個親戚交通到
說讒言的事，他說：「如果我們不批
評，又該怎麼做呢？難道把頭埋在沙
裏，任憑惡人大行其道？我們還有其
他方法糾正別人嗎？」
馬太福音18: 15-17節正是這個
「其他的方法」：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
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
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
的弟兄；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
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
證，句句都可定準。』若是不聽他
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
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
當我們看見自己弟兄做錯時，要
直接「私下」與他交通，而不是把我
看見的告訴別人。不幸的是我們很會

談別人的罪，卻很難向當事人談他的
罪。向第三者埋怨是容易的，我們怕
與當事人談，卻不怕談當事人。但真
正基督徒的愛心是要使我們肯去幫助
一個弟兄改變自己，使他與神建立起
更親密的關係來：
「我的弟兄們，你們中間若有
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轉，這人該
知道，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
是救一個靈魂不死，並且遮蓋許多的
罪。」（雅5: 19-20）
我們的目的是要贏回自己的弟
兄，而不是要誹滅他。這個目的可以
藉如何去見我們的弟兄表達出來。我
們不能帶著傲慢、挑釁的態度去責備
他，使他生氣，只想為自已辯護。
保羅建議說：「弟兄們，若有人偶
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
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加
6: 1）我們去時要有禮、周到，要露
出真正的關心，也要設法找出我們的
觀察究竟正不正確，而同時又能很堅
定、清楚、無誤地把自己的看法表達
出來。一切話都要說得愈清楚愈好，
我們不能批評一個弟兄的「驕傲」與
「自私」，這類字句都太籠統了，也
是非常主觀的看法，我們要能指出在

那次的情況下，他做錯了哪件事。只
有當我們能說出細節時，聽的人才會
知道該由哪裏改起。我們到弟兄那裏
去是去贏回他來，而不是去批評或攻
擊他。
除了去見弟兄外，我們也可以去
找與此弟兄有關的人。如果你相信去
見弟兄會導致爭吵，或他不會肯聽，
你就可以找有關的人幫忙；但你必須
先要肯定由你單獨去找他是不生效，
甚至是有害的。
但當找外人幫忙時，我們自己
也必須肯出面，而不是躲在人背後，
讓他們去做我們所不敢做的事。比方
說，你若需要教會牧師或長老的幫
忙，你就要讓他們有在當事人面前提
及你的名字及看法的自由，這樣做對
當事人才算是公平的，他至少有權知
道這是誰的看法。如果我們不願這麼
做，那就最好保持沉默，因公開談論
別人的罪也是罪。
忍耐不說不是件容易學的功課，
當別人的愚昧、無能與傲慢在折磨著
我們時，我們很容易用埋怨的方式反
攻。但當我們知道批評是罪時，我們
的埋怨往往轉變成以隱藏、間接的方
式去表達─ 話中的暗示、手勢、
皺眉等都可以成為記號，許多話我們
雖然沒有明說，但旁人一樣聽得懂。
聖經叫我們要用另一種方式，如果我
們不肯跟當事人明說，而決定保持沉
默，那麼就讓我們永遠沉默吧！這是
很難的功課，肉體不會贊同，但其他
任何的方式都不會是基督徒應該使用
的方法。
我自己學會用一個簡單的原則來
防止自己誹謗別人：我設法使每次說
出口的話能使人對他更加尊重，這樣
我才說，加果我的話會使人輕看他，
我就不說。有時話出了口，我才想起
這個原則，這時我的話也就只好停在
半空，不說完它。只要肯多操練，我
們就管得住自己的舌頭了。

閉上耳朵
聖經不但制止我們誹謗別人，

它也不要我們聽誹謗的話。誹謗之罪
一定要靠兩個人來完成，正如玩球一
樣，有投手也該有捕手。如果無人肯
聽，說者必定覺得乏味，不會再有說
下去的興趣。
我們通常都認為聽者無過，神
卻不如此想。箴言17: 4說：「行惡的
留心聽奸詐之言；說謊的側耳聽邪惡
之語。」
按 這 句 經 文 來 看 ， 我們喜歡聽
哪種話就顯明我們是哪種人。一個說
謊的人喜歡聽謊言，一個行惡的人喜
愛惡言，一個好說讒言的人喜歡聽讒
言。我們的口往往洩漏出我們的內
涵。「聽」與「說」是我們的責任，
它們顯明出我們心中真正的光景。
有兩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閉上自
己的耳朵。第一，不要與好說讒言的
人同行，並且拒聽他們的話。
偽經的《西拉克書》中有言：
「不要討論與你無關的事，
不要與斷案的罪人同坐。」
—《西拉克書》11: 9
當然，我們有時也避不開這類
的人，他們可能就是我們的同事、親
戚，或神要我們去向他們傳福音的
人，但我們可以學會不聽他們的讒
言，只要他們一談這些，我們可以立
刻告訴他們，我們沒有興趣聽，或臉
上露出不悅的表情來，我們不必直接
得罪他們，但我們可以告訴他們之所
以不聽的理由。
第二個閉耳的方法是不傳所聽來
的讒言。《西拉克書》上又說：
「問問朋友，
他也許並沒有這麼做，
如果他做了，
勸他以後不要再做。
問問鄰舍，他也許沒有這麼說，
如果他說了，
勸他以後不要再說。
問問朋友，那很可能是謠言，
所以不必相信一切聽到的事，
很可能是說者無心，
有誰在口舌上不曾犯過錯呢？」
當我們聽到指控時，你馬上就信

嗎？我們一般人都是信說話的人，不
信被說的人，如果你能反過來，相信
被說的人，不信說話的人，也許反而
有益。我們也可以到被批評的人那裏
去弄清真相，或澄清誤會，使他不再
繼續犯罪。你也可以對說話的人說，
你要到被批評的人那裏去，告訴他
這一切，這也是中止讒言的一個好方
法。說閒話的人多半喜歡自埋伏處出
擊，卻不肯公開出面與對方決鬥的。
葛石（Bill Gothard）用傳染病來
描寫讒言。一個說讒言的人有如一個
帶菌者，我們若不小心與他接觸，自
己必會受到感染。要不想受感染，就
要與他隔離，一旦染上菌毒，我要立
刻檢查自身的防禦系統，努力抵擋試
探，不使自身受損。
葛石稱說讒言者為報惡信的人，
你怎麼發現他在報惡信呢？
一、他會先來試試你的脾氣，與
他有同好者他才開口。
二、他會來試試你信不信他的
報告，他也許會先來問問你對某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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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或說某句消極的話，看你反應
如何。
三、他會設法引起你的好奇，問
你聽過某人的事沒有。
四、他會藉著徵求你的意見，傳
出讒言。
五、他會藉著報惡信，使你羨慕
他的消息靈通。
六、他多半會花時間探尋並詳敘
細節。
你怎知聽的是惡信呢？在聽之前

問他五個問題：
一、你為何來告訴我這些事？
二、你從哪裏得來這些消息？他
若不肯答出出處，那必是惡信。
三、你和當事人談過嗎？人的
靈性不是按他知道多少別人的錯來衡
量，而是按我們多麼願意挽回自己的
弟兄來衡量。
四、你調查過這些事嗎？有時
當人存心不良時，連事實都可以被扭
曲的。
五、當我去調查時，我可以說這

事是你告訴我的嗎？
用這幾個試驗，我們很容易就
可以看出哪些是讒言，而不受其污
染了。
不聽讒言是不容易的，讒言能
滿足我們的好奇心，如箴言18: 8所
說：「傳舌人的言語如同美食。」但
吃這種美食是有後果的，它會「深
入人的心腹」，污染我們的思想與感
覺，使我們懷疑猜忌別人。其次，它
使我們對這種毒品胃口愈來愈大，如
箴言29: 12所說：「君王若聽謊言，
他一切臣僕都是奸惡。」我們若愛聽
讒言，說讒言的人就愈發喜歡來找我
們。第三、聽讒言會使我們失去所有
的平安與喜樂。它會破壞我們的人際
關係。願我們不貪這盤美食，連看也
不多看它一眼。
（translated from Taming the Tongue第
2章Warring with the tongue, available
from Amazon if interested）

羅馬書解經（8/1 - 8/14）

從第一世紀的背景去研究羅馬書，是為了明白其信息和發展解經的技巧，並應用在一些特選的章
節中。重點將在於了解本書信的神學要點和對今日實際生活的教訓。

BIB106

啟示錄解經（9/1 - 9/14）

恭讀並研討主耶穌所啟示並預言之“必要快成的事”。由啟示文學之特性而探究七教會、七印、
七號、七碗、千禧年、新天新地等異象之意義，也由不同末世論之神學立場分析各經文及異象之
解釋，而最主要是提醒基督徒們，務必妥善預備並迎接主耶穌基督的再來。

$95∕每堂

費用：US

**註冊者會事先收到上課所需的講義和參考書資料，但請勿外傳。

宣教篇
※ 泰國工場—清邁學生中心及其他

魏愛梅∕提供

的大使命能落實在各個教會。

● 5月底開始，清邁部分商家逐步恢復開業，學校實體開

學6月下旬剛剛開始，在此之前，少部分課程是採網路教
學，由於我們多數學生來自山區，網路限制頗多，學習
自然受到影響。
● 6月底開學後，清邁的學生中心多了5位新同學，男生
兩位，據說功課很好，連同老生李逢，共有男生3位，另
外3位女生，也都喜歡唸書．他們全都來自貧窮的家庭，
有繳學費的困難，但家長十分盡力，帶來米和蔬菜送給
學生中心，為我們節省了不少伙食費。上個月心臟開刀
的刀娜娜，恢復得很
好，也趕回來開學，
她就是相片裏站在最
右邊身穿白衣黑裙的
那位，今年將參加大
學聯考；另一位畢業
生是底娜，前排右二
身穿黑衣黑褲的那
位。請為學生們的靈
性、學業、健康，和
需要禱告，讓他們在學生中心的年日，愛主的心和學識
一起增長，將來成為神國和社會上有用的人才。
● 請為Mae Ab地區學生Peggy（甘沛文）的家人接受福音
禱告，她的父親是村中的巫師，除了替村民消災解厄，
自己還非常辛苦地耕種支持孩子讀書，兩年前我們帶領
Peggy的母親決志，但都是背著父親，目前Peggy勇敢地向
家人表明信仰，求主保守她的信心在家族中不動搖。去
年她的成績是二點多，今年GPA拿到3.8（滿分為4），為
她感謝主。
● 學生Ella（夏以棠）來自景乃邊界山區的紅拉胡族，父
親是傳道人，在當地村寨忠心服事25年，紅拉胡族中盛
行頑強的精靈崇拜，求主憐憫拯救他們。

※ 緬甸工場
● 自3月23日起緬甸亦受到新冠疫情的波及，萬幸的是，

不像鄰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沒有大規模擴散。
在政府禁令下，所有的寺廟、教堂、學校、飯店等公共
場所都關閉了。至今緬甸仍然限制外國人進入，造成一
些不便，請代禱。
● 出版緬文版《豐盛生命》初信教材的工作仍在進行中，
拉蒙牧師的校對已近完工，接下來是試讀、印刷、發行
等作業，預定年底前可以完成，然後開班試教，求主保
守藉著仰光福音神學院的學生和校友，使萬民作主門徒

※創啟地區
● 東北邊城因為疫情之故，原計劃的讀書會和生活講座皆

已告停，由於諮商中心設在醫院旁也被相關單位關注，
請紀念同工在此特殊時期，有主格外的保護。

宣教夥伴事工報告
I、聾啞事工
● 聾啞事工自2月2日開始，主日崇拜改為網絡直播手語
的方式，在線收看者除本地外，也有重慶、湖北、湖
南、溫州，和珠海等地的聾啞人。但能拋開雜務專心
崇拜的人數僅佔一半左右，求神開路，讓聾啞人能迅
速恢復正常的崇拜聚會。
● 利用疫情隔離期間，聾啞事工的同工們製作了一些
手語視頻—包括經文、讚美詩、短篇故事及每日靈
修默想等59個節目。訂閱者分佈全國各地，非常受聾
啞信徒的歡迎，但好景不長，目前已有4個視頻被強
制刪除。由於製作視頻目前仍屬初期階段，需要技術
上改進。請為同工的安危及事工的持續進行代禱。
● 這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像野地的花草，很快會枯萎和過
去，惟有永恆的上帝是不變的。今年10月，這項聾啞
事工將慶祝成立20週年慶。這20年來，同工們雖軟弱遲
鈍，但也在主的引導下傳講了無聲的福音信息，並建立
了教會。回顧過去，不得不承認是因透過與當地聾人美
好的關係，才建立起事工的基礎。展望將來，願繼續以
祈禱的方式求耶和華的恩典和智慧，以此保守我們信仰
的純正與真實性。
● 自3年前開始，我們試著了解仰光的聾啞人事工，最
近發現因為疫情之故，許多當地的聾啞人失業，也沒能
從政府得到救濟，但感謝一些華人弟兄姊妹的幫助，及
時提供一些日用品、食物和口罩，不但實地的探訪與關
懷，讓大家更能建立感情，並且一起禱告，非常感恩能
有這樣的交流，讓同工們覺得路上經歷的炎熱和辛苦都
算不得什麼。
II、痲瘋病事工
● 為痲瘋病人下一代青年預備的學生中心—向日葵學校
已於4月開學，學生們帶著更高的身材回到學校。儘管向
日葵學校座落在一個遠離山下文明城市的山區村莊，但
還是為了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放了3個月的長假。如今孩
子們都依次返校，惟幼兒園似乎需要等待更長的時間。
主日晚間為痳瘋病人舉行的主日崇拜也重新開始了。感
謝主。

當3月疫情來訪時，誰也不會知
道它對各國的經濟會帶來這麼大的影
響，總以為幾個禮拜疫情就會過了，
沒想到如今更新也被波及。到目前為
止，同工在家上班已經快4個月了。
但感謝主，一切依舊進行得有模有
樣，我們實在感謝更新團隊彼此的配
搭與合作，也感謝神的恩慈與憐憫。
[一般事工]
◆ 人雖遠在加州，李力彌長老透過
電話和網路，依然順利帶領更新事工
部門的各類有關項目，參加每個月的
同工禱告會，並主持北美更新董事會
等。透過電郵和LINE處理各項編輯
部行政事工的陳琬琪姊妹，每個月總
是不定期的需要進來更新辦公室整理
檔案，或檢查印刷廠送來的更新月刊
樣本等，目前她還多了一項繁重的工
作，就是要督促NIV Study Bible中文
版電子書的校對團隊，在每次收到製
作 方 寄 來 的 聖 經 書 卷 時 ， 按 時“ 分
糧”
，讓我們都能按她的分配照單行
事，同時每次完工前，也要逐字逐句
地檢查我們的校對成果。行政部門的
譚慧嫦（Acgla）和魏曉清姊妹為了
寄書、處理奉獻事宜和其他雜務，兩
人輪流每週進辦公室兩天，事工才得
以如常進行。其餘同工在家也一樣
完成許多更新的服事，我們在此一併
感謝。
◆ 原本為慶祝更新成立50週年，卻因
疫情而取消的希臘—土耳其之旅，雖
令許多團員失望，感謝神，所有需要
處理退款的事，終告完成。辦公室主
任Acgla姊妹幾乎每天都在處理退款
的事，因為我們要退的錢數與人數太
多，而銀行規定每天不得超過一定的
數目，這也造成有些團員收到退款較
晚，但感謝主，大家都能諒解，也請
繼續為這次安排旅程的耶路撒冷旅行
社代禱，他們是本著誠信處理更新的
業務，願神繼續賜福他們的服事。
◆ 由於受到疫情的影響，這幾個月
的奉獻和賣書受到很大的影響，希望
日後能慢慢恢復，但我們感謝神讓更
新每個月發薪水還不是問題。目前因
為疫情與國際情勢的發展，對紙版書

來說，無論是印刷費或海運費都在
飛漲，因此更新開始全力推展電子書
的事工。其實更新電子書的上市已有
至少3年的歷史，只是直到目前，因
為開始有電子版聖經的進行，才有轉
機。目前更新在蘋果、三星、Kobo及
Kindle上都有電子書出售，在Amazon
也有紙版書出售，歡迎大家使用，並
廣為介紹（請見本期廣告頁）。如果
你使用Amazon，麻煩盡量使用smile.
amazon.com購書，並將更新登記為支
持的團體，Amazon就會將收入的一小
部分奉獻回更新，數目雖然不多，但
對更新事工亦是不無小補。
[電子版聖經出版事工]
◆ 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5個月的時
間匆匆而過，NIV Study Bible的中文
版《新約全書》已經出爐上架了！更
新2月19日與製作方正式簽約，轉眼
一晃，如今《新約全書》已經完成！
若不是神的幫助，豈有可能？我們也
要再次謝謝所有為此出版計劃努力不
懈、鍥而不捨的義工團隊：全程負責
整個電子版聖經出版計劃的姜於英、
童宜沁夫婦，監管（或稱服事旗下16
位組員）的NJ測試組組長葉文虎長
老，校對組組長陳琬琪姊妹；德州測
試組的周社渝、劉宏艷、Connie Tse
姊妹和王林弟兄等。此外，針對已上
架的電子版聖經，我們需要實地嘗試
它在各種閱讀器上閱讀的優缺點，為
此更新同工麥小瑩和義工童宜沁召集
了不同的義工群參與試讀，我們也要
謝謝NJ試讀組的組長謝寬良，不但
多次領導十幾位組員試讀，同時帶大
家發掘蘋果手機一些我們平日不知道
存在的功能。我們在此也要感謝NJ的
PAC華人團契陳淑康姊妹，幫忙製作
使用蘋果閱讀器的小視頻，讓下載了
馬太福音卻不知如何使用的讀者，有
路可循，此視頻仍在繼續改進中，但
歡迎大家先試用，並提供意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E3XKNScONeMGVQykuriracwnMBc90P/view。
求神繼續賜我們鷹眼，能挑出這
本電子版聖經在製作中的任何錯誤，
但若沒有這個龐大的義工團隊，那是

不可能的。願神得到祂應享的榮耀，
也願所有讀這本電子版聖經的人能由
更深的研讀，得到更扎實的信心。您
若對這個出版計劃有負擔，請為此奉
獻；您若願參與試讀計劃，歡迎來電
郵聯絡eBible@crmnj.org。
[編輯部]
◆ 感謝神的恩典，編輯部同工留在家
中，卻完成了不少工作，生活輔導小
冊的第五套已經完工：包括《確定神
的旨意》
、
《基督徒的難處》
、
《新生命
與新生活》
、
《如何批評別人與接受別
人的批評？》
、
《憂慮時怎麼辦？》
，目
前正在安排送印中。此外由編輯龐
慧修主編的「福音快遞包」也已完
成，這包括簡繁體各一套的《耶穌是
、
《無比的愛》
、
《聖經的可靠
神嗎？》
性》、《心靈的平安》、《基督教與科
學衝突嗎？》和《福音橋》。更新目
前推出這些小冊是希望面對各地沒
完沒了的疫情，我們基督徒理當提高
屬靈的敏感度，經常記得向周圍的親
友，甚至陌生人傳福音，也鼓勵您的
信徒朋友在困境中靠主站立得穩。如
果您能收購這些小冊，隨身攜帶，藉
著談話了解他的需要，就可以送對方
一本，或寄一本合適他問題的小冊給
他。歡迎大家多多訂購。
◆ 因疫情困在武漢的傅強傳道也沒閑
著，經常外出服事，同時利用時間，
完成了一本福音小冊《經歷疫情 思
想永生》，目前正在編輯中，北美版
將以電子書方式出版，供大家免費下
載傳福音，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同工動態]
◆ 北美總部編輯龐慧修最近榮升為更
新「最年輕的外婆」，恭喜她；9月
她又將榮任「最年輕的奶奶」！求神
保守她的媳婦生產順利平安。
◆ 一度被困在清邁的更新宣道事工主
任魏愛梅最近平安返台，但必須隔離
兩週才能返家，請為她在台灣需要為
更新處理的事工禱告。目前台灣更新
傳道會也需要新同工，請代禱。
◆ 請為傅強傳道申請入美國境的簽證
禱告，由於目前疫情的關係，許多政
府機構停擺，求神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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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是一本奇妙的書，這本書是
有生命的，是活的，它會隨著我們靈命
的成熟度，向我們說我們能懂的道理。
你也千萬不要以為神只對大人，而不會
對願意讀聖經的小孩說話。今天的信
徒，都習慣靠講台、大眾傳播工具或主
日學聽神的話，卻缺乏培養自己好好由
聖經中讀出心得來的習慣，這是很可惜
的事！
我小學6年級的那年，被教會的輔
導「硬性規定」要好好讀聖經，而且不
管讀得懂讀不懂，每隔一個禮拜天要交
一份讀經心得的筆記給他檢查！那年我
才10歲，還不知道大人的話是可以不照
著做的，只好向讀過基督教學校、卻又
從來不讀聖經的姨媽借來一本聖經。幾
天下來，實在是讀得我滿頭霧水！到了
要交筆記的日子，我急死了。那天正好
讀到約翰福音15章，耶穌說，「我是
真葡萄樹……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我嚇死了，從來沒有聽過
神會修理人的！我只好把上作文課的本
事拿出來，寫了一篇如何作一支美麗的
枝子的文章，交差了事。輔導看完，也
沒有說什麼，就把筆記還我了。奇怪
的是，連著幾天，我都被一個問題困擾
著，耶穌住在我們裏面，這比較容易理
解，但我們怎麼能住在祂裏面？祂不是
看不見的嗎？雖然一直沒有答案，但那
次卻是我對讀聖經有興趣的開始。你能
說上帝不對小朋友說話嗎？
聖經裏有許多寶貴的教訓是千古不
變的真理，無論是哪個時代、在哪種生
活環境下都行得通的，然而這個道理魔
鬼卻遠比我們基督徒了解得更清楚。他
是這世界的王，可以掌控社會的走向，
他也知道怎樣讓神學院、宗派，與教會
走偏。他更能讓我們辛苦帶大的下一
代，跟隨世界潮流走，而不跟隨主。
然而我們基督徒也有包打勝仗的武
器，那就是聖靈的寶劍—神的道。在
以弗所書6章所有的軍裝設備都是預防性
的，只有神的道屬於攻擊性的，如果我
們不願穿上神要求我們穿的軍裝，又不

好好研讀神的話，你想我們能戰勝魔鬼
和他的詭計嗎？你的教會有可能成為社
區中的明燈嗎？
今天COVID-19疫情遍佈全球，目
前已有近1,300萬人被感染，近60萬人
死亡。許多人活在恐懼、憂慮當中，如
果我們的信仰不真實，怎能向他們傳耶
穌的福音呢？我們又怎能向他們證明我
們所信的神是真的呢？「口說無憑」是
一般世人對福音的反應。讓我們好好來
研讀聖經，並把聖經中的真理活出來。
讓我們利用被困在家中的時間，常常反
省一下自己的價值觀、世界觀和政治
觀；讓神來檢查一下我們每天使用時間
的方式，我們看太多網站消息嗎？太多
球賽？在網站上買太多不需要的東西？
也求神提醒我們用錢的方式是否合宜，
對失業的親友曾否伸出援手？對自己因
疫情帶來的經濟損失能否安然接受？
神的話能更新我們的內心，也能更新我
們的外在生活型態。就讓我們靠著神和
祂的話，不讓撒但有戰勝我們的機會。
（李陳長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