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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耶利米（David Jeremiah）／著 楊秉剛／譯

2017年有一則令人震驚的新聞，
密西根州立大學的一位醫生兼運動員

教練，被指控性侵了150位女體操運
動員，最後那位醫生被判有罪，並且

服刑期是175年。而第一位站出來揭
發這件惡行的是丹霍蘭德（Rachael 
Denhollander）。我們從她的控訴書
中看到她找到了勝過兩種邪惡的方

法，第一種邪惡是報復的心，第二種

是性侵的惡行。

她說：「在整個控訴的過程中，

我緊緊抓住魯益師（C. S. Lewis）曾經
說過的話：『我向神抗議，這個世界

是這麼地殘忍和不公義。但是，我又

如何理解公義與不公義呢？一個人不

會把一條直線說成是彎曲的線，除非

他先有直線的概念。』我之所以能夠

把（教練）所作的一切稱為罪惡和邪

惡，是因為它們本就是如此；因為我

知道有一條直線存在，而這條直線不

是由人的認知來定義的。當一個人失

去了辨別良善和邪惡的能力時，就再

也不能定義並享受那真實的良善。」

是什麼能使一個人用良善勝過邪 

惡？我們要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心不儲

存因別人的惡行而留下殘渣，不陷於

憤怒、苦毒、悲傷和報復的心態中？

讓我們看看保羅給以弗所信徒的

指示，他用羅馬士兵的比喻說要「用

公義當作護心鏡遮胸」（弗6: 14）。
一般羅馬士兵常用的護心鏡是

一塊加硬、經過強化處理的皮革，而

軍官的護心鏡還會加上一片金屬板作

為特別的保護。這個護心鏡保護著士

兵的軀幹和重要器官，特別是他的心

臟。若是一位戰士沒有護心鏡就暴露

在敵人面前，是很危險的。

保羅在這封書信中，用「護心

鏡」這個保護心臟的實物作一個比

喻。他指出，「公義」就像是一片護

心鏡，保護著基督徒的「屬靈心臟」，

就是屬靈生命的中心。

「公義」是一個很傳統的詞彙，

韋伯字典給它下的定義是這樣：「在

作決定時，是根據神聖或道德的法

則，沒有過錯或犯罪，在道德上是正

確或正當的。」

我們是藉著支取耶穌基督的公義

─因祂在道德上是完美的，並且祂

順服父神過一個沒有罪的生活─來

活出公義，就是過一個勝過內心與所

遭遇之邪惡的生活。

勝過內心的邪惡

每當我們想到要以善勝惡時，

就會傾向於專注在我們身外的邪惡，

但是誠如俄國作家索忍尼辛所說的： 
「如果是這麼簡單就好了！如果僅僅

是某一些邪惡的人陰險地做了一些邪

惡的勾當，那麼我們只要把他們隔離

出去，或殺了他們就好了。但是那一

條分隔善與惡的線，也切在世上每一

個人的心上。」

索忍尼辛正呼應出耶穌基督的

話。當耶穌基督在描述人類心中的

邪惡時，毫不保留地說：「因為從裏

面，就是從人心裏發出惡念、苟合、

偷盜、兇殺、姦淫、貪婪、邪惡、詭

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狂

妄。這一切的惡都是從裏面出來，且

能污穢人。」（可7: 21-23）
所以在我們面對外在的邪惡之



你有沒有注意到，當我們談到報

復時，那心態就是想要「扯平」；換

句話說，我們想要那個以邪惡對待我

們的人，也經歷到同樣邪惡的對待。

史聞道（Charles Swindoll）牧師曾說
過一個拒絕報復的傳道人的故事。有

一次，他對一個傷害他的人說：「我

不會以報復來扯平，但我要向神告

狀！」我們基督徒很幸運，不必鉅細

靡遺地向神告狀，因為祂知道並看見

一切，包括每一個我們所經歷的邪惡

行為；並且祂說有一天祂必會為我們

扯平。

但是許多人不願意等到那一天，

他們想要盡己所能地去扯平一切。然

而當我們試圖報復別人時，就等於是

篡奪了那個專屬於神的角色。神說伸

冤是祂的事，我們沒有權力或權柄來

奪取祂預留給自己的角色。聖經明確

地告訴我們：「不可報仇，也不可埋

怨你本國的子民，卻要愛人如己。我

是耶和華。」（利19: 18）而這正是
耶穌基督在馬可福音12:31中所引用的
經文，在此祂確定出「愛人如己」是

整本聖經的第二大誡命。

如果我們想要去做神所做的事，

就會失敗。神會在最好的時候為祂的

子民伸冤，而我們必須有耐心，讓神

的工作按照祂的計劃進行。

2. 事先預備自己
在使徒保羅清楚說明了我們所不

該做的事情之後，他告訴我們所當做

的事情：「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

去作。」（羅12: 17）
這節經文中的「留心」希臘文是

「事先計劃」的意思。換句話說，當

你可以預見自己將面臨的事時，要

認清會遇到誘惑和困難，並事先計

劃好做對的事情。你每一週都要為此

禱告，並籌定策略來戰勝你將面對的

邪惡。使徒保羅在寫給帖撒羅尼迦教

會的書信中進一步闡述了這個觀念： 
「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可以惡

報惡；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眾人，

常要追求良善。」（帖前5: 15）

關於如何處理生命中的邪惡，我

們大多數人都是被動的回應，但是保

羅卻呼籲我們要積極主動，要事先計

劃追求良善的事，而不只是被動回應

邪惡的事。我們要籌定策略，以便在

不愉快的情況發生時，仍然能夠保持

良善。我們的任務是學習在下一次面

對類似的人事物時，能夠做得更好。

3. 做對下一件事
無論我們是否有事先計劃，試探

都會到來；而當它們來到的時候，我

們都必須決定如何回應。

對基督徒來說，不作任何回應並

不是一個選項。顯然地，當我們在面

對邪惡的時候，不能忽視、接受或是

採取被動的立場。保羅在以弗所書6
章中明確地指出，我們要主動地站穩

以對抗邪惡；我們要用神的軍裝來裝

備自己以對抗邪惡，並戰勝它。

另一件很清楚的事，就是我們不

尋求報復。

那麼我們應該做什麼呢？我所知

道最好、也是最簡短的生活哲學之一

就是：「做對下一件事。」

身為得勝者，我們必須信靠基

督。在有任何懷疑時，請求祂的幫

助，求祂藉著聖靈教導我們如何做對

下一件事。信靠神而做一件對的（良

善的）事，然後再做對一件、又一件

良善的事，如此我們便會勝過人生道

路上任何錯誤與邪惡的事。

有時候你可能不會看見你的得勝

行動所產生的結果；有時候神使用你

的方式和計劃可能會大過你所能了解

的，或超過你一生的年日。然而神是

照祂的時間表成就事情，而不是照著

你我的時間表；並且我們蒙召不是要

見證結果，而是要以善勝惡，行出當

下擺在我們面前的良善任務。

著名的路易斯和克拉克遠征之

旅（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在
1804-1806年完成了探險西岸太平洋
的壯舉；在他們的路途中，因著一個

人的善行而得以保全性命。

當時探險隊在度過了一個飢餓

前，首先需要先檢查內心的邪惡。人

類的這個不受克制、沒有轉化的心，

是有能力做出各樣惡事的；而世上的

每一個男女，都有這種邪惡的種子在

他們的心裏成長。每一個人都一樣。

人類最危險的想法之一，甚至是

基督徒也不例外，就是：「哦！我絕

對不會做出那麼邪惡的事！」這樣的

想法顯露出人心可悲的天真，以及自

己將對未來造成危險的潛力。

所以我們要如何勝過內心的邪惡

呢？答案是：我們不能，但耶穌基督

能。雖然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有邪惡，

但好消息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為

我們戰勝了邪惡，並賜給我們公義為

禮物，那是只有藉著信心才能白白領

受的。

既然我們已經藉著信心接受了

基督的義，就應該在實際生活中操練

祂的公義。我們要承擔起責任並下定

決心，盡己所能地過一個遵照神話語

與耶穌榜樣的生活。我們若是這樣活

著，內心就不會有重擔，而會充滿愛

與喜樂，並且也會因基督對我們的愛

而充滿不可言喻的驚喜。

正是這樣的心能夠勝過邪惡。

勝過所遭遇的邪惡

羅馬書12: 17-21說：「不要以惡
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

作。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

睦。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

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

『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所

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

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你不可

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在這裏我們看到6項以善勝惡的
方法。首先就是要除去報復的心。

1. 把伸冤的事留給神
保羅說：「不要以惡報惡⋯⋯親

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因為經

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

應。』」（羅12: 17,19）



而寒冷的冬天後，進入了原住民內茲

珀斯人的部落區，希望能找到食物並

取暖。內茲珀斯人中有一些人想要殺

死探險隊的人，並搶走他們所有的物

品：步槍、彈藥、工具和其他器具，

但是有一位年老垂死的女人，救了他

們免於喪命。

這個女人在小時候曾被另一個部

落的原住民俘虜，後來被賣回了東部

的另一個部落。但她逃脫了，最後得

到一些加拿大人的照顧。他們供應她

的所需，直到多年以後她想辦法返回

到自己族人的部落。

多年來，她向她的人民講述那些

「生活在太陽升起之處」並照顧她的

白皮膚人，因此當路易斯和克拉克探

險隊到達他們那裏的時候，她阻止了

部落的敵意，說道：「這些是幫助了

我的白皮膚人，不要傷害他們。」

在這個例子中，善行勝過惡行的

發生，其間相距了幾十年。多年前在

加拿大照顧一個年輕美國原住民女孩

的人們，不知道他們的善行會在多年

以後消除邪惡的意圖。他們不能預測

未來會發生的事，他們只是做對了下

一件事。

4.  盡力與眾人和睦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

睦。」（羅12: 18）
聖安東尼奧市有兩家隔壁鄰居是

好朋友，經常一起參加不同的活動和

度假，但是後來他們的友誼結束了，

雙方從一個食譜開始爭執、報復，連

警察都必須處理他們之間的140多個
投訴。最後法院勒令他們不可再有任

何報復行動，直到訴訟解決為止。

令我深感擔憂的是，含怒的衝突

正在我們的國家中迅速擴大。政治競

爭已成為政治仇恨；不同陣營的人像

惡毒的動物一樣，以仇恨和尖酸刻薄

來彼此對待，而這種作法蔓延到各個

領域中。 
用一邪惡來回應另一邪惡，只會

使邪惡升級，就好像在烈火上澆油一

樣；但是當我們用良善勝過邪惡的時

候，邪惡之火就會被熄滅，因為它缺

少助它燃燒的仇恨之油。

當然，我們無法完全控制所有的

情況，但是當我們已經竭盡全力去建

立並維持和平，而對方仍不願意以和

平相待時，那麼神就不會要我們對這

個不和睦的情況負責。然而我們首先

必須盡全力，並靠著活在我們裏面基

督的能力，去和別人和睦相處。

5. 用良善逆轉邪惡
在此我要提一個回應邪惡的最佳

方法之一：當有人用邪惡的行為或控

訴來打擊你或傷害你的時候，不要詛

咒它，不要重述它，不要餵大它，只

要逆轉它。

耶穌曾說到逆轉邪惡所產生的

影響：「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

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

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

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

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

去。」（太5: 38-40）而彼得則是如此
說：「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

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

你們承受福氣。」（彼前3: 9）
輔導界的大師亞當斯（ Ja y  A - 

dams）說：「邪惡很有力量，但是良
善卻更有力量。事實上，邪惡是如此

地強大，而只有良善才能勝過它；只

有光才能驅散黑暗。」

6. 愛你的仇敵
保羅在羅馬書12 :  20的用語： 

「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

的頭上」，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很奇怪

的說法。他說，當我們對敵人提供飲

食時，也就是當我們用良善回報惡行

時，就會在敵人身上發生一個奇妙的

效果。

約翰．麥克阿瑟（ Jo h n  Ma c -
Arthur）牧師解釋說：「『把炭火堆
在他的頭上』是指一種古埃及的習

俗。當時若有一個人想要公開表示悔

改，他會在頭上頂一鍋燒著的煤，表

示自己的羞愧及罪疚就像被火焚燒那

樣的痛苦。這裏的要點是，當我們愛

仇敵並真心給予他的所需時，就會讓

他為自己的仇恨感到羞恥。」

曾經有人很有智慧地說：「當

敵人使我們變得像他一樣的時候，他

就已經戰勝了我們。」我們若以惡報

惡，就會變得像撒但一樣。如果你像

敵人一樣地行事，那你自己就變成敵

人了。但如果你以良善回報邪惡，那

你就是像神一樣地行事。

所以真正能在本質上戰勝邪惡

的，乃是愛的行動。耶穌說：「只是

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

逼迫你們的禱告。」（太5: 44） 
愛、祝福、行出良善、禱告，這

些就是你以善勝惡的方法。

這不是幻想的勝利，而是世界上

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想像一下，如果

我們每天使用這種力量，這個世界將

會變成什麼樣子？

要以善勝惡，這是在此充滿仇恨

和報復的世界中，基督徒所該行的方

式，也是獨一無二的方式。

持續地行出良善

在這世界上，你我將不斷地遇到

生活中的邪惡；而在進天堂以前，我

們也永遠不能免於以惡報惡的試探。

但無論是在我們的身內或身外，世界

上只有一種力量足以勝過邪惡，那就

是神的良善。

當我們活出神的良善時，所展現

的就是公義。如果我們要保護內心免

於邪惡，就要用基督的公義來保護它

們。耶穌在世的一生中，從未在「以

善勝惡」這件事上失敗過，而當我們

靠信心與祂同行時，祂就賜我們能力

去行出祂所行的：「並且得以在他裏

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乃

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的

義。」（腓3: 9）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

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6: 9）
 

（本文選自更新傳道會即將出版的新

書《得勝者》〔Overcomer〕）



成為基督徒有什麼福分呢？除了知道自己死後會去

天堂，還有其他許多好處，例如擁有神的聖言、神的引

導、神的應許（祂將供應我們的需用），以及與一群忠

誠、永遠的朋友建立情誼的喜悅。

親近全知全能的至高神

然而，在這眾多的好處中，最首要的是有禱告的特

權。禱告使我們得以親近全知全能的至高神，而這意味

著你可以與祂談任何事情。神有一個偉大的應許：如果

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認定祂，祂就必指引你的路（箴 
3: 6）。禱告還包含了另一個意義，那就是「請求神開始
行動」，如雅各書4: 2所言：「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
不求。」

神選擇以人的禱告作為促使祂行動的方法之一。當

然，祂也可以主動介入而無需我們先向祂求告，但說來

有些奇怪，有時候神就是只在回應禱告時行事。

當早期的教會受到撒都該人的威脅時，門徒們切切

為此禱告，「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

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徒4: 31）當彼得被囚
在監裏，「教會⋯⋯為他切切的禱告神」（徒12: 5），
他很快即被救了出來。

2019年是諾曼第登陸75週年紀念，而上一次英國的
國家禱告會是在登陸那日。那時神奇蹟般地介入，並確

保了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2019年也是在蘇格蘭開始的
赫布里底復興（Hebrides Revival）70週年紀念，而在復興
開始以前就有禱告先行，特別是有兩位80多歲的姊妹自
始至終不放棄禱告。令人深思的是，如果沒有教會、國

家和那兩個女人的禱告，歷史會有什麼不一樣的事發生？

禱告的另一個好處是了解神的行事方式。你要怎

樣了解一個人的行事方式呢？就是要花時間與那人在一

起。神厭煩古代的以色列人「竟不曉得我的作為」（來

3: 10）；祂的心意是要我們知道祂的作為，不要作迷糊
人。認識神的作為包括去了解使祂喜悅和使祂不悅的事

物，而這個了解始於與祂建立親密的關係。

不禱告的後果

反過來說，不禱告會有什麼後果嗎？會有的，我們

會變得心硬、冷酷，和幾乎可以肯定地，變得自衛且不

受教。

一個顯著的不禱告的例子，發生在以色列人征服迦

南地時（書9章）。那時基遍人擔心他們會像其他被征

服的國家一樣，很快就被擊敗，而那也是他們本該有的

結局，所以他們便用了詭計欺騙約書亞。然而約書亞卻

以為那些人是真誠的，所言為實，於是就起誓不毀滅他

們。不過經文在此巧妙地說了一句具有預示性的話：他

們「沒有求問耶和華」（書9: 14）。
約書亞怎麼會這麼不小心呢？這可能是因為他自己

有非常強烈的自信，認為這就是主的引導和認可，以至

於根本沒想到要為此禱告。以色列人除了曾在艾城潰敗

之外，他們在應許之地取得了一場又一場的勝利，現在

的約書亞很有把握，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們還會繼

續得勝。但是不求問主的代價是很高的！這個故事提醒

我們這些常常參與聖工的人，自己也很可能會不智地以

為神一定與我們同在，並認可我們的作法。

許多年前，我與《為主受苦》的作者溫布朗

（Richard Wurmbrand）共進午餐，他對我說：「年輕
人，比起你『對人說到神』的時間，你更需要花時間 
『對神說到人』。」自此以後，我一直在這方面努力。

如果對小孩子來說，「愛他」就等同於「花時間和

他在一起」，那麼假設神也將我們對祂的「愛」解讀成

「花時間」，我們該怎麼做呢？

你平時花多少時間禱告？馬丁路德每天花2個小時禱
告，約翰衛斯理也是。根據一項調查，英國和美國的教

會領袖平均每天只禱告4分鐘，而我們還在納悶為什麼教
會如此沒有力量！

因此，不禱告就等於放棄與神的親密關係，因為 
「耶和華與敬畏他的人親密；他必將自己的約指示他

們」（詩25: 14）。基督徒能與神保持著親密的交流，沒
有什麼是比這個特權更大的了。

我們要像詩歌《耶穌恩友》所鼓勵的，把萬事都帶

到主恩座前求：

「多少平安屢屢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

皆因我們未將萬事，帶到主恩座前求。

⋯⋯

何處得此忠心朋友，分擔一切苦與憂，

我們弱點主都知透，放心到主座前求。」

過早放棄禱告的影響

當我們停止禱告時，就常常會開始不信。我們傾向

於停止祈禱，是因為我們認為神不會回應我們的禱告，

但是我們不應該在神明顯拒絕我們之前就放棄禱告。

路加福音1-2章說到撒迦利亞和以利沙伯的故事，

基督徒的特權—禱告
柯恩德（R.T. Kendall）／著 周曉華／譯



《三問讀經法》（繁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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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肯定會為了得兒子而禱告，但是可能在某個時刻，

撒迦利亞就放棄了禱告，而且他也可能假設他所祈求

的不是神的旨意。然而出乎他的意料，天使加百列突然

出現，向他宣告這個好消息，說：「你的祈禱已經被聽

見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

起名叫約翰。你必歡喜快樂，有許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

樂。」（路1: 13-14）然而可悲的是，撒迦利亞聽到此
話卻不相信，結果天使加百列不得不說：「到了時候，

這話必然應驗；只因你不信，你必啞巴不能說話，直到

這事成就的日子。」（路1: 20）神聽到了撒迦利亞的禱
告，但他卻不信，結果不但不能享受到禱告被應允的喜

樂，還啞了那麼長的時間。

雖然這段令人嘆息的故事，後來有一個美好的結

局，但是我們仍能從其中學到一個功課，那就是：「我

們若照他的旨意求什麼，他就聽我們。」（約一5: 14）任
何符合神旨意的禱告都將得到應允，但是神對所應允的

禱告會有什麼具體的作法和安排，則取決於我們在神應

允的那一刻是否已經預備好了自己。

當我們進天堂時，若看到了這兩件事不要感到驚

訝：不禱告的後果，以及過早放棄禱告的影響。禱告絕

不是浪費時間，而是在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在天堂裏

我們就不再需要有禱告了；但還會有崇拜嗎？會有的；

還需要請求神採取行動？不需要了。這些都表達在讚美

詩《禱告良辰》的最後一段歌詞裏：

「禱告良辰，禱告良辰，

每次相逢，慰我心思。

直到我在，毘斯迦山，

譯文反思

極目一看，永世家鄉。

脫下我身，向上高飛，

穿越高空，得蒙獎賞。

此時此刻，大聲歡呼，

別了，別了，禱告良辰！」

（本文譯自“�e Awesome Privilege of Prayer”，原載於
2019年Decision雜誌9月號。作者柯恩德曾任英國倫敦西敏
斯特教會的牧師，亦是神學家和國際性講員。）

 傅強

禱告是呼求創造天地的神來幫助我們。中國有句話

叫「窮極則呼天」，這一呼求承認我們人的渺小、生命

的有限。這個呼求代表有限的人向無限的神尋求幫助；

無限的神對禱告的回答則意味著祂愛我們。

無限的神愛我們，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祂創造的。

聖經在創世記1: 27提到：「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我們每個人都具有神的形像，這裏的重點不是我們外表

像神，而是指我們每個人都有神內在的一些特質。神是

聖潔的，人有良心；神是公義的，人講公平；神創造這

個世界，人能製造東西。我們每個人的靈魂都來自神，

我們像神，神愛我們每個人，一定會幫助我們的。

你嘗過被神所愛的感受嗎？你經歷過無限的神回答

你那外人看來無關緊要的禱告嗎？歡迎來信分享你的心

得，因為這位至高無上的神的確關心你我生活中的細節

與感受！見證分享請寄至info@crmnj.org



《尋道本聖經》
提供6000個聖經難題的答
案，並有專文200篇回答
最常被問與最具爭議性的

問題。適用於剛剛開始研

讀聖經的信徒或初信者。

硬面  原價美金55元
真皮  原價美金70元

《更新版研讀本聖經》https://crmnj.org/NIV-Study-Bible/

原由48位西方著名的神學家合作而成，中文版沿用傳統的和
合本，內容充實，包含：介紹各卷書主題、神學觀念的引言

大綱；約230萬字的經文註釋；按原文字句及觀念串成的全
新串珠系統；又有詳細的專

題論文、表格、彩色年代表

及地圖等，是中文註釋本聖

經中最具權威性與可讀性的

作品。是有心研讀聖經不可

或缺的工具。

紙版仿皮  原價美金60元
紙版真皮  原價美金78元
電子版新約  美金6.99元

「漁夫查經系列」47冊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一套齊全

的歸納法小組查經材料，

可供多年使用！

幫助您的小組在神

的話語上紮根，

信心成長，

靈命成熟！
基要信仰
工作的神（可）

耶穌是誰？

基督徒生活指南	

			（約一二三書）

聖經中的偉大篇章

認識耶穌

						專題查經
如何帶領小組查經

與主同建家園（家庭）

基督的身體（教會）

門徒訓練

以愛相繫（友情）

往高處行（靈命成長）

禱告良辰（禱告生活）

人際關係

耶穌說的故事

靈裏合一（團契生活）

	與神同行（創一至廿五章）

	天路旅程（創廿六至五十章）
	超越苦難（伯）

	祈禱與頌讚（詩）

	生活的智慧（箴）

	屬天的智慧（傳）

	以色列的考驗（摩）

	任重道遠（拿、哈與瑪）

聖經人物
亞當、挪亞與亞伯拉罕	
												（創一至廿五章）

雅各與約瑟（創廿六至五十章）

路得與但以理

大衛（上）

大衛（下）

以利亞

保羅（徒十三至廿八章）

聖經中的偉人

聖經中敬虔的婦女

聖經中信靠神的婦女

	從影像到實體（來）
	信心的實踐（雅）
	蒙召的人生（彼前、後與猶）
	基督徒生活指南（約一二三書）
	猶大的獅子、神的羔羊（啟）

	初期教會（徒一至十二章）
	保羅的生命與事奉（徒十三至廿八章）
	因信稱義（羅）
	成長中教會的問題（林前）
	活在神家中（弗）
	喜樂的源頭（腓）
	仰望基督（西）
	信仰與生活（帖前、後）
	從信徒到門徒（提前、後）

了解人性的神 
   （太五至七章）

天國子民（太）

工作的神（可）

跟隨耶穌（路）

神的見證人（約）

聖經書卷



時間過得飛快，感覺上好像仍處

於2020和2021年的交接點，然而竟已
悄悄地進入2月份了。回顧過去，感
謝神的恩典，讓我們在經濟上沒有缺

乏。大部分同工都在家上班，然而神

卻讓我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我們只

能懷著感恩的心說：「你以恩典為年

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在這動盪不安的時代，跟隨主是一個

多麼有福的決定！

[NIV Study Bible中文版電子書出版

計劃]
這本由西方47位聖經學者協力完成

的NIV Study Bible英文版，在1996年經過

更新多年的努力譯成中文版，並在發行

了25年之後，終於蒙神的恩典，靠著許

多義工和同工們的同心合作，得以開始

進行NIV Study Bible中文版研讀本電子
版聖經的龐大製作工程，於去年4月首次

在不同的電子閱讀平台上發行《馬太福

音》，讓各地讀者免費下載試讀，至今

已完成大先知的製作。全本繁體電子版

聖經可在今年6月發行。按目前《馬太福

音》和《新約全書》的全球下載數字，

不過幾百人，數目實在不大，但對更新

來說，卻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因為近年

來中國市場封鎖，我們得以讓神的話透

過不同的科技公司，提供了不同國家信

徒的需要。英文版的NIV Study Bible到

目前已發行了一千萬冊，更新出版的中

文版紙版（包括繁／簡體）也在各地發

行了超過十萬本。請大家繼續為此電子

版聖經的製作禱告，若主許可，簡體電

子版研讀本聖經也可以很快的在暑期問

世。電子書不受空間與地區的限制，希

望這本品質超群的獨特研讀本聖經，成

為各地信徒每日的靈糧，也能讓更多福

音受限制地區的信徒得享它的好處。

[新更新網站的製作工程]
更新網站經過多年的使用，非常需

要更新，感謝義工葉文虎弟兄推介一位

在中國傳道多年的美國科技人才，前來

幫忙我們重新策劃與改進更新網頁。經

過好些義工與同工的配搭，無數越洋的

谷歌電話會議，這位宣教士竟然有本事

完成了我們的中文網頁https://crmnj.org！

這個新網頁外型美觀清爽，不但比以前

的更方便使用，同時加增了好些功能和

專欄，包括聖經難題、麥田默想、好書

推介、NIV Study Bible中文版研讀本聖經
的各類使用難題解說，甚至有供讀者／

編輯互動的空間，如舉辦讀書會、供各

地讀者分享見證、讀書心得的園地等。

今年是更新傳道會成立50週年慶，同工

們希望在今年用NIV Study Bible中文版

研讀本電子版聖經和新的更新網頁，作

為感恩祭，獻給這位我們所愛且一直信

實保守更新在神的話語上服事多年的上

帝。也請諸位繼續為我們禱告，讓這兩

個大製作工程都能蒙神喜悅。

[換上新衣的傳統服事]
如果說要為有本事讓全世界停

擺的疫情而感謝的話，就是讓同工們

發現網上開課的種種好處！當然這不

是什麼新發現，早在疫情發生前，更

新陳俊南老師的希臘文就已經在網上

進行了，只是實體與網上教學同步進

行，讓遠地，甚至加州、台灣、新加

坡等地的學員有同樣學習的機會。更

新同工傳統的負擔是分解神的話，並

幫助信徒學習如何將

神的話應用在自己生

活中，疫情的發展讓

我們服事的地區擴大

了，外展的方式增多

了，有更多的機會接

觸不同階層的學員，

為此我們感謝主。使

徒行傳28:  31如此結
論說：保羅「放膽傳

講神國的道，將主耶

穌基督的事教導人，

並沒有人禁止。」是

的，神國事工是沒有

人可以禁止的。

目前我們正在積

極籌劃今春3-6月間
的各類課程：透過黃

珍輝姊妹的安排，更

新今年3月開始有7週
（每週一美東時間下

午3-5點）時間教導

西歐一群姊妹查考約瑟生平；緊接著

4月中開始另有7週在同樣時間為歐洲
一群姊妹舉辦「更新關懷輔導系列講

座」（龐慧修姊妹負責），希望這類查

經和特別講座可以讓神兒女對神的話

愈來愈重視，生命因此而改變。

我們也嘗試在2月28日（主日）
下午兩點，用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試辦

一次網上讀書會，大家在網上分享 
《咫尺天堂》這本書，由譯者張曉薇姊 
妹主持。見更新網頁「好書推介」，

讀書會Zoom直接連結https://tiny.cc/
CRMbookclub

針對更新學院，今年盼能提供

黃子嘉牧師的「馬太福音解經」，同

時今年開始，更新也將不定期舉辦研

經講座。將在5月開一門為期四個週
六（每週各3小時）的講座，大家一
同用三問法讀出埃及記，由於出埃及

記中包含各種不同的文體─敘事、

詩歌、律法三種，一定有許多可供我

們進一步學習的功課。求神在更新同

工策劃這些課程時賜下夠用的智慧與 
能力。

[2020年收支報表]



歡迎索閱 敬請支持 ▏地址變更 請即通知

第四十七卷第一期　2021年一、二月合刊更新傳道會	Christian Renewal Ministries
200 N. Main Street, Milltown, N.J. 08850
E-mail: info@crmnj.org    https://crmnj.org 

NON-PROFIT ORG.
U. S. POSTAGE

PAID
New Brunswick, N. J.

Permit No. 16149

新年那天我把名為「每天都是絕妙

假日」的新月曆掛上。這月曆很有想像

力和活力，每天的空格裏都有一項活動，

例如1月8日是「泡泡澡日」（喜歡！） 
11日是「把名字轉為摩斯電碼日」（新 
鮮！）25日是「說反話、做反事日」（搞
笑！）還有……

這個月曆的好處之一，是給小孩子

找點兒事做，不會老喊無聊。自從疫情開

始以來，各種隔離措施讓大家多出了許多

時間，雖然每個人使用（或浪費）這些 
時間的方式不同，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就

是更常在手機、平板、電腦、電視的螢幕

前了。我們變得就像是那隻站在玻璃窗 
前向外望的貓或狗，什麼都看得到，卻什

麼都摸不著；窗櫺變成畫框，美景都是平

面的。

個人和教會的關係也是如此。一般

把現在的教會型態翻譯成「虛擬教會」 
（來自遊戲世界的用語），但教會並沒有

完全變成「虛」或「擬」的，只是變成了

「線上」或「平面」的，以致缺少了另一

個維度。於是有異象又勤快的人努力地用

多出來的時間補上空間的缺失，希望把教

會再度變得立體起來。例如有人加強關

懷，因為以前在實體教會中俯拾皆是的愛

心關懷，現在必須有人特意發送；也有人

發展出特別或戶外的活動，決心從螢幕中

走出來，也把螢幕前的觀眾再度變回參與

者，否則轉台或關機的事就會發生。

不可否認地，在我們愈來愈多的 
「螢幕時間」裏，被吸睛瀏覽的東西不全

是那麼有養分的，以至於我們看得愈多反

而心裏愈空洞或愈恐慌；而那些一段段簡

短的知識零食，也在不知不覺中變成我們

的主食和收藏品。有一位作者說，這種不

需要深度思考和反覆練習的學習是「假學

習」，對我們有害，會讓我們滿足於短暫

的快感中不能自拔，並且失去紮實學習的

動力和能力。因此，對我們真正有益的作

法，是選擇一個自己真心想成長的領域，

花時間去學習和操練，如此把船開到水深

之處，必能有長遠的收穫！

最近聽到兩位年輕人分享他們在去

年一年裏所讀的書，就數量來說很是驚

人，一位讀了45本，一位讀了18本，而他
們都是大忙人。的確，我們常是愈忙碌愈

有效率，愈有時間反而愈懶散。如果今年

您也想挑戰自己多讀好書，歡迎進入更新

書房網頁（https://crmnj.org/store/），
按分類選書並參加讀書會；如果您想挑戰

自己多讀聖經，在主頁的下方可以找到

讀經計劃表的連結（包括長程、中程和短

程）。而不論是讀書或讀經，我們都邀請

您分享讀後心得，或簡單說明您最喜歡或

最受益的部分。

今年是更新傳道會成立的第50週
年，心中實在滿了感恩。感謝李定武牧

師和李陳長真師母領受呼召後的開創、領

導和堅守，歷年來眾同工和義工的耕耘及

擺上，以及所有讀者和支持者的代禱和奉

獻，讓更新能夠活潑有力地服事眾教會達

半個世紀之久。求神在新的一年繼續使用

更新，在這個世代推動「信徒更新、教會

更新」；也求神扭轉全球至今所遭受的疫

情和天災人禍，帶領我們進入寬闊豐富之

地。（龐慧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