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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在大學讀哲學和宗教時，

教授們總說，無論你怎麼看耶穌的復

活，它都是歷史上一個很大的問題。

換句話說，大多數現代歷史學者哲學

性的假設，都是認為奇蹟是不可能發

生的。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復活，你又

如何解釋基督教怎麼可能開始的呢？

多年前我得了甲狀腺癌，這個病

藉著手術和其他的治療，治好的機會

很大。不過套句十八世紀英國的文學

大師強生（Samuel Johnson）的話說：
在任何情況下，當你發現自己得了 
「癌症」時，你的心思一定會奇妙地

集中起來。我就是這樣，在治療癌症

提姆．凱勒（Tim Keller）／著    呂允智／譯

期間，我有機會讀到新約學者賴特

（N. T. Wright）寫的《上帝兒子的復
活》（The Resurrection of the Son of God）
一書，這是當時最新出版討論耶穌復

活的歷史學術著作。仔細的研讀讓我

更加確定，雖然耶穌復活是一個歷史

上和哲學上常討論的課題，但絕不止

於此。因為如果耶穌真的復活了，那

麼我們的生命必然會完全改變。

常有人問我說：「我對基督教

這方面的教導很掙扎……我很喜歡基

督教信仰的某個部分，卻無法接受另

一些部分。」我通常會這樣回答： 
「如果耶穌從死裏復活了，那麼你就

必須接受祂所有講過的話；但如果 
耶穌沒有復活，你又何必聽祂講任何

話呢？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你喜不喜歡

祂的教導，而在於祂到底有沒有復

活。」這就是第一批聽到耶穌復活消

息的人的感受。他們知道，如果這消

息是真的，我們就不能再任憑己意過

自己的一生了；而這也表示，我們不

必再懼怕什麼了─不必怕羅馬兵丁

的刀劍，也不必怕癌症，我們什麼都

不必害怕了。如果耶穌從死裏復活

了，那麼每件事情都被改變了。

但是祂真的復活了嗎？讓我們來

檢視所有的理由和證據，以及正反兩

「在我五十歲左右，我的問題幾乎將我帶到自殺

的邊緣。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是在每一個人靈

魂深處的……是一個若沒有答案就活不下去的問

題。這個問題就是：『我今天和明天所做的事會

帶來什麼結果？我這一輩子所做的一切會帶來什

麼結果？我為什麼活著？我為什麼要對事情有期

望？我為什麼要做任何事情？』這個問題也可以

換一個問法：『我的生命有什麼無法被必臨之死

亡所摧毀的意義？』」

 —托爾斯泰（Leo Tolstoy）《懺悔錄》（A Confession）



信，這些記載的寫成時間距離耶穌之

死只有15-20年。其中一處最令人感

興趣的經文是哥林多前書15: 3-6：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

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

說，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磯法

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

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

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

保羅在此不只是講到空了的墳墓

與「第三」天復活─這數字顯示他

在說一個歷史事件，而不是一個象徵

或隱喻─他還列出了見證人。保羅

指出，耶穌復活後不只向幾個人或一

小群人顯現，祂還一次向五百個人同

時顯現，而他們在保羅寫這信時大都

還活著，可以為此作見證。因為保羅

這封信是寫給教會的，所以這是一份

公開的文件，會在眾人面前被大聲朗

讀出來。如果有任何人懷疑耶穌復活

後曾顯現給人看，保羅邀請他們去向

那些見證人問一問。這是一個非常大

膽但很容易接受的挑戰，如果這些見

證人不存在，保羅是不可能提出這樣

的挑戰。

這段經文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

特性，那就是保羅堅定地說自己是忠

心傳述他所領受的見證。然而在十九

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經文批判學者

們卻假設，因為早期基督徒用口傳的

方式乃是當時文化傳頌通俗民間故事

的方式，所以故事的內容在聽、說的

過程中會逐漸改變，就好像我們現代

在玩「傳聲筒」遊戲時，到最後所聽

到的話和原先所傳的話已經完全變了

樣。但是最近的人類學研究指出，古

代文化在口傳虛構故事和口傳真實事

件之間有著清楚的分別─在口傳歷

史性的事件時是不容許有變更的。 
這也正是保羅的宣稱：他說他所傳揚

的耶穌復活的消息，是完整地由真實

見到復活之耶穌的人口中所聽到的 
見證。

此外，如果要說聖經中耶穌復活

的記載是捏造的，那有更多難以解釋

的問題。舉例來說，在每一卷福音書

的記載中，都說耶穌復活的第一批見

證人是女性。當時女性的地位低下，

她們甚至在法庭上的見證都不會被採

信，因此若說第一批見到復活之耶穌

的人是女性，非但不可能對教會有任

何好處，而且還會降低這見證的可信

度。由此可見，福音書之所以會這樣

記載，惟一合理的解釋就是事情真的

是如此發生。

不僅如此，正如新約學者賴特

所說的，當你了解到空墳墓和一些個

人遇見復活之耶穌的經歷，二者是必

須同時存在的，你就會更加確定這件

事的歷史性。如果只有空墳墓而沒有

人見過復活之耶穌，那麼沒有人會下

結論說耶穌復活了；他們會假定說是

耶穌的屍體被人偷走了。但如果只是

有人說他見到了復活的耶穌，但墳墓

不是空的，那麼也沒有人會下結論說

耶穌復活了，因為有很多人都曾說過

他們見到了所愛的死去之人。然而當

這兩件事實─空墳墓和遇見復活之

耶穌的個人經歷─都同時存在時，

任何人都會下結論說耶穌是真的復 
活了。

保羅的書信顯示，基督徒從最

開始之時就傳揚耶穌的身體復活，這

就表示祂的墳墓一定是空的，否則在

耶路撒冷的人對耶穌真的復活之事，

絕對不會有一絲絲的相信，而懷疑的

人也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耶穌腐壞了的

屍體。此外，如果真的沒有人看過復

活的耶穌，保羅也不會在公開的書信

中告訴大家還有許多活著的見證人。

我們不應該讓思想隨意猜測，說復活

的故事只是人在耶穌死後多年所捏造

的。不論在這過程中還發生了什麼別

的事，耶穌的墳墓一定真的是空的，

而且數以百計的見證人宣稱他們真的

見過身體復活的耶穌。

復活與永存

因此，有很強的證據─空的

墳墓和數以百計宣稱見到復活之耶穌

的見證人─顯示耶穌真的復活了。

面的論點。

大多數的人會認為，當我們討論

到耶穌復活時，證明耶穌復活的責任

是落在信徒的身上，亦即他們要能提

出這件事發生的證據。但這個想法不

完全正確；不信的人也有責任證明耶

穌沒有復活，他們不能只是宣稱耶穌

沒有復活，這樣是不夠的。他們必須

能提出在歷史上解釋得通、大家都能

夠接受的其他原因，說明教會為什麼

會產生，基督教為什麼會開始等等。

大多數不相信耶穌復活的人，對

於基督教為什麼會開始，提出了類似

以下這類的解釋：

因為當時的人不像我們今天擁

有了解世界的科學知識，因此很輕易

地就會相信法術和超自然的事。因為

他們相信死人復活是有可能的，所以

就自然成為那些耶穌復活傳揚者的對

象。當耶穌死的時候，祂門徒的心都

碎了，但因為他們相信祂是彌賽亞，

所以就感到祂仍然活在他們身邊，引

導著他們，而且以靈的形態住在他們

心中。而其中有些人甚至感覺到看見

祂了，還和祂說話。過了幾十年，這

些關於耶穌繼續以靈的形態活著的感

受，就發展成耶穌身體復活的故事。

四卷福音書中有關祂復活的記載，就

是這樣設計出來的，為的是要支持這

樣的信念。

以上這類的解釋對現代人來說似

乎很合理，但其實這是因為我們不了

解當時歷史和文化的背景。

空墳墓和見證人

第一個這類解釋的謬誤，是認

為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

約翰福音這四卷福音書對耶穌復活的 
記載，是在這件事發生很久以後才逐

漸寫成的，特別是經文裏所記載的兩

個主要內容—空墳墓和見證人—

是捏造出來的。但這個論點不可能是

真的。

事實上第一個提到空墳墓和見證

人的記載不是在四福音書中，而是在

保羅的書信裏。所有的歷史學者都相



賴特說，耶穌復活是「歷史上很確定

的事」。然而還是可能會有人說： 
「但這些還是不足以證明耶穌真的復

活了。那些跟隨耶穌的人當然是極想

要相信祂會從死裏復活。如果有人偷

了屍體，好讓情況看起來像是祂已經

復活的樣子，那麼真心相信祂會從

死裏復活的人，就會以為自己看見了

祂，說不定還會有一些人為了別人的

緣故也跟著這麼說。」

這是一個相當常見的假說，但

在其背後的有一個假設，就是知名的

基督徒作家魯益師（C. S. Lewis）所
說的「歷代的欺上瞞下」。我們以為

現代人會懷疑身體復活的宣告，但古

代人就會很容易相信超自然的事，所

以很快就會接受這類的宣告。但其實

不然，對於當時各個主流的世界觀來

說，個人性的身體復活是一件無法接

受的事。

新約學者賴特曾對第一世紀時地

中海地區的世界─包括東方和西方

─的非猶太人的思想作了深入而完

整的研究。他發現，在當時人的世界

觀中，認為身體的復活是不可思議也

不可能的。為什麼呢？在希臘羅馬的

思想裏，靈魂是好的，但身體和物質

世界則是軟弱的、敗壞的和污穢的；

對他們來說，根據定義，身體必會敗

壞，而所謂的拯救就是能脫離身體而

得到「自由」。在這樣的世界觀中，

復活的觀念不只是不可能的，更是完

全沒有人想要的；沒有任何一個離開

身體得著自由的靈魂，會想要回到身

體裏面去。即使那些相信輪迴的人也

明白，靈魂回到身體代表靈魂還沒有

脫離囚禁，而靈魂最後的目標是要能

永遠脫離身體。若說靈魂脫離了身體

以後還要再回去，這觀念是很奇怪

的、不可思議的，也是不可能的。

對於猶太人來說，耶穌復活的

記載也是不可思議的。猶太人和希臘

人不同，他們認為身體和物質的世界

是好的，死亡不是從物質世界中得自

由，而是一個悲劇。在耶穌的時代，

許多猶太人已在盼望將來當上帝更

新整個世界並除去苦難和死亡時，所

有的義人都能夠身體復活。可是根據

猶太人的教導，這樣的復活只是整個

世界被完全更新的一部分。對他們來

說，這樣的概念─各別的個人會在

歷史過程中復活，而世界的其他部分

還繼續在受疾病、朽壞和死亡的苦楚

─是無法接受的。如果有人對第一

世紀的猶太人說：「某某人已經從死

裏復活了！」那麼他得到的回答會是

這樣：「你瘋了嗎？這怎麼可能？疾

病和死亡都結束了嗎？世界上已經建

立了真正的公義嗎？豺狼和羊羔已經

同食了嗎？你真是荒謬！」個人性復

活的觀念對猶太人來說是不可能的，

就和希臘人的想法一樣。

多年以來，不信耶穌復活的懷疑

者提出的看法是，跟隨耶穌的人可能

是有幻覺，因此就想像祂死後還會出

現在眾人面前，也還會對他們講話。

這個看法是假設跟隨耶穌的猶太人認

為他們的主有可能會復活，因為在猶

太人的世界觀中，復活是有可能的。

但其實不是這樣。也有人提出「陰謀

論」，亦即認為門徒先偷走了屍體，

然後再對眾人宣稱祂已復活。這個看

法也是假設門徒認為其他猶太人會相

信有個人從死裏復活。其實這兩種看

法都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的人認為

身體的復活是不可能的，正如我們這

時代的人的想法一樣，只是各有不同

的原因。

在第一世紀時還有許多其他的

「彌賽亞」運動，他們的「彌賽亞」

都被處死了，但是……「在任何一個

例子中，我們都沒有聽說過那些失望

的跟隨者宣稱他們的英雄從死裏復活

了。他們比我們更清楚，復活不可能

會是一件祕密的事。猶太人的革命領

袖都會被政府當局處死，因此那些僥

倖逃脫追捕的跟隨者只有兩個選擇：

若不放棄革命，就是再跟隨另一位領

袖。他們根本不可能宣稱原來的領袖

復活了；當然，除非他們的領袖真的

復活了。」

那時總共有十多位自稱為是彌賽

亞的人，他們生命和志業的結局都與

耶穌相同，但是為什麼只有耶穌的門

徒下結論說祂被釘死在十字架不是一

個失敗，而是一個勝利？除非他們親

眼看到祂從死裏復活了！

一個全新的世界觀爆發出來

在耶穌死後，整個基督徒團體突

然採取了一套全新的信念，是在此之

前的人所認為不可思議的─這些最

早期的基督徒現在對真實世界的看法

是以復活為中心。他們相信未來會有

復活，而且已經從耶穌身上開始了；

他們相信耶穌有一個改變了的身體，

不但可以穿越牆壁，又可以享受食

物。這不是猶太人所認為的靈魂返回

身體（resuscitation），也不是希臘人
所想像的只有靈魂存在。耶穌的復活

保證我們也將復活，並且現在就把將

來的新生命部分地帶進我們的心中。

正如賴特指出的，在當時的世界

中﹐這些有關復活的每一個信念都是

很獨特的，但是我們從其他所知的例

子看到，這種發生在一群人身上的、

世界觀的大型轉變，都必須花上很長

的一段時間。在一般的情況下，不同

的思想家和作家會花很多年的時間去

討論和辯論某個主題，例如「復活的

本質」，直到其中一方勝利為止，那

才是文化和世界觀改變的方式。

但是基督徒對於復活的觀點─

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卻在

耶穌死後就立刻完全爆發出來，並沒

有一個過程或發展期。祂的門徒說他

們的信念不是出自辯論或討論得來，

他們只是單單地向別人傳講自己所看

見的事，也沒有人能對他們提出任何

其他種可能的選擇。即使你提出一個

極不可能發生的看法，例如耶穌的死

裏復活只是一兩位門徒自己突發的奇

想，也不可能成為一個連其他猶太人

也會相信的運動，除非他們真的多次

地、費解地、真實地、重複地遇見過

耶穌。

歷史後來的發展─教會的產

生─就更難解釋了。怎麼可能有一



群第一世紀的猶太人，把一個人當成

上帝來敬拜？東方的宗教相信「神」

就是充滿在萬物之中的非人性能力，

因此他們可以接受說某些人的身上會

擁有比較多的神性；而西方的宗教則

相信許多「神」會成為人類的外形，

因此某些看起來是人的人，其實可能

是希臘主神宙斯（Zeus）或是傳遞訊
息之神赫密斯（Hermes）。然而猶太
人相信的是一位獨一、超越而有位格

（personal）的上帝，對他們來說，敬
拜任何人類都是絕對的褻瀆。但是真

的就在一夜之間，數以百計的猶太人

開始敬拜耶穌。保羅在腓立比書2章
所引用來歌頌基督就是上帝的詩歌，

一般人都認為是在耶穌被釘十字架之

後幾年之內所寫的。這一件事有多麼

偉大，竟然能破除猶太人所有的抗

拒？除非他們親眼見到祂的復活，否

則還有什麼歷史性的答案可以解釋這

件事呢？

我們還要記得另外一點。正如

思想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所形容
的：「我相信那些被割喉之人的見

證。」實際上，所有的使徒和早期的

基督教領袖都是為了信仰而死，因此

很難讓人相信這樣強烈的自我犧牲，

會是為了支持一個騙局。

因此之故，基督教所教導的耶

穌復活，絕不能因懷疑者輕率地說：

「這事不可能發生」，就被否認掉；

這是不夠的。他們必須能面對並且回

答所有這些歷史性的問題：為什麼基

督教會如此迅速而有力地興起？為什

麼只有基督徒會宣稱他們的彌賽亞從

死裏復活─但那個時代的其他彌賽

亞運動的團體從未如此描述過他們的

領袖？為什麼這群猶太人會把一個人

當成上帝來敬拜─但沒有別的猶太

人團體會這麼做？為什麼這些猶太人

的世界觀會在一夜之間就被完全改變

─但猶太人並不相信人類會具有神

性，也不相信個人性的復活？你要如

何解釋數以百計見過耶穌復活的人，

在幾十年後仍然持續而公開地宣講其

見證，甚至為了這樣的信念至終付上

了生命的代價？

復活的挑戰

沒有任何的歷史事件，能夠在實

驗室中得到證實，但是耶穌復活的這

件歷史事實，卻遠比任何其他我們認

為理所當然的古代事件擁有更充分的

證據。所有不從耶穌復活之角度來解

釋教會誕生的理論，都一定是悍然不

顧我們現在所知的第一世紀之歷史和

文化的證據。如果你不用哲學上的偏

見來排斥神蹟的可能性，不迴避尋求

事實的過程，那麼你就會發現，耶穌

復活的事件擁有最多的證據。

但一般人卻真的是迴避尋求事實

的過程，他們沒有認真地研討並回答

上述那些歷史上的難題，並隨著找到

的答案而向前行；反倒是擺脫那些難

題而提出反對，認定神蹟是絕對不可

能發生的。因此賴特對此提出了嚴厲

的批評：

「早期的基督徒並沒有虛構空

的墳墓，或編造遇見或看到復活之耶

穌的事……沒有人會想到有這樣的事

發生。沒有人會捏造這種悔改歸信的

經驗，不論他感到自己是多麼地有罪 
（或感到自己是多麼地蒙赦免），也

不論他花多少時間在經文之中。如果

你看到了這些事實還認為不可能，那

麼你就不再是研究歷史，而是進入自

己的幻想世界了。」

有些人可能會說：「即使我找不

到其他可能的解釋，那又怎樣呢？復

活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我能夠理

解這樣的想法，但是請不要忘記，其

實第一世紀的人也是這麼想的；他們

也和你我一樣，都認為復活是無法接

受的觀念。惟一能讓當時人接受復活

觀念的方法，就是讓證據來挑戰和改

變他們的世界觀。他們對復活宣告的

困擾，和你我的困擾一樣，然而復活

的證據，包括見證人的記載和跟隨基

督之人的生命改變，則是壓倒性地讓

人無法否認。

每年的復活節，我總會在講道中

對那些懷疑和不信的朋友們說，即使

他們不相信復活，也應該要盼望真有

復活的事。他們大部分人都很關切社

會要以公義對待窮人、要減少飢餓和

疾病、要保護環境等等，然而他們大

部分人也都相信物質世界是偶然產生

的，世界和其間的一切最終在太陽走

向死亡時都會被焚燒掉。他們對許多

人不關切公義問題感到失望，但他們

卻沒有想到，其實是他們自己的世界

觀使得人沒有動機要讓這個世界變得

更好。如果至終我們所做的一切都不

能改變什麼，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為

了別人的需要而犧牲自己呢？但是如

果耶穌真的復活了，那就表示我們還

有無限的盼望和理由，為了這個世界

的需要而獻上自己。

這世界會改變，因為耶穌真的已

經復活了，惟有祂的復活是人類最終

的盼望！

賴特曾在一篇講道中說：

「復活的信息就是告訴我們，

這個世界是重要的！我們必須用這個

好消息─醫治、公義和慈愛已經得

勝了─來解決今日世界上的不公義

和痛苦……如果復活節只是指耶穌基

督的靈魂復甦過來，那麼這個節日就

只和我個人有關……但是如果耶穌基

督真的是從死裏復活了，那麼基督教

就是整個世界的好消息─它不僅能

溫暖我們的心而已……復活節表示，

上帝不打算再容忍這個世界上的不公

義、暴力和墮落的弊病，我們將要以

上帝的能力付諸計劃和行動，把耶穌

的勝利實施在一切的弊病之處。如果

沒有復活節，那麼馬克思所說基督教

忽視物質世界的問題，就可能是對

的；如果沒有復活節，那麼佛洛伊德

所說基督教只是一種心理上的願望滿

足，可能也沒有錯了；如果沒有復活

節，那麼納粹黨所說基督教是懦弱之

人的宗教，更可能是對的了。」 

（本文選自《為何是祂？》第13章，
歡迎上更新書房網站http://www.crmnj.
org/store.html訂購）



LG101	 希臘文初階I（共6堂）	5/4, 18; ★★	陳俊南弟兄	 新澤西 East Brunswick	
 	 6/1, 15; 	 	 Days Hotel
 	 7/13, 27; 	 	

課別	 課程	 日期	 講師	 地點

BIB101	 摩西五經：	 3/29-31★ 呂紹昌院長 新澤西 East Brunswick 
 先知與智慧的根基	 	 	 Days Hotel

我讀希臘文的心得 

★時間：週五：6pm-10pm, 週六：9am-5:30pm, 週日：2:30pm-7pm
★★時間：5-7月第一與第三個週六9 -11:30am

-林玫珠   

在上陳俊南老師的課以前，我從來沒有讀過希臘文。後來跟陳老師

學習了一年，其中有九個月的文法課，和三個月的約翰福音原文讀經。

我起初以為學原文非常困難，但在陳老師的指導下，我發現基本上

只要先將沒有讀過的字彙查好，就可以讀像約翰一書之類、文法結構比

較簡單的書卷。

但我更感謝的是，學了基本的希臘文之後，如果在讀經時覺得中文

的意思不很清楚，而且英文的翻譯也不能輔助，我就會去讀希臘文的原

文，以便進一步明瞭經文的含義。當然我的希臘文程度還非常的初淺，

很多時候也沒有辦法真正解決解經的問題，但這是我努力的一個目標。

-謝小樂   

在上陳老師的課以前，我從來沒有讀過希臘文。後來報名參加

上課之後，發現陳老師不但是一位非常盡責的老師，而且他有一套

很有效的學習方法，令我興趣盎然，因此陸續學了有5-6年之久。
因為學習時間久了，也承蒙陳老師鼓勵，給我機會參與輔導學

員的服事（作代課老師），現在我也可以閱讀原文聖經了。

陳老師一直鼓勵我們要將所學的希臘文知識應用在讀經和解經

上，過去的學習讓我今天在教會講台的服事上，有很大的幫助。

陳老師是一位很有啟發性的老師，讓我目前仍有興趣繼續學習

希臘文，同時也開始了希伯來文的學習。

-詹秋莉   

在上陳老師的課以前，我沒有讀過希臘文。但因為陳老師的教學法很特別，因此還陸續上

他的課有3-4年之久。現在我正在和陳老師一起學習如何用希臘文查羅馬書，也愈發覺得把過去
所學來的希臘文知識，運用在讀經、解經和帶查經上，真的有很大的幫助。我最大的盼望是希

望以後自己能用希臘文讀聖經。

陳老師是位非常好的老師，教學法深入淺出，讓每個人都真的能夠了解，而且他也很關心

學生的學習，常打電話詢問是否有問題，我大大推薦陳老師所教的所有課程。

-尤迎彤   

在上陳老師的課以前，我和大部分當時

一起上課的同學一樣，都沒有讀過希臘文。

但上了課之後，就對如何把所得的希臘文知

識，應用在讀經或解經上非常有興趣，我也

盼望日後能持之以恆用希臘文來讀新約聖

經。願神賜福更新開的課。



本書帶領你照著神所設計的家庭模式來生活：丈夫作有犧牲之

愛的帶頭者，妻子作榮美的幫助者，二人同作有恩典的養育者。

定價   美金15元∣特價  美金14元∣電子書  每本美金5.99元

本書幫助你解開與母親之間的千千結，使你的生命更趨完整，

有健康的成長和改變，成為更好的父母。

定價   美金16元∣特價  美金14元∣電子書  每本美金5.99元

本書引導你透視東西文化的價值觀，了解子女在文化下所受的

壓力和掙扎，並為彼此帶來和好與盼望。

定價   美金16元∣特價  美金14元∣電子書  每本美金5.99元

北美更新傳道會更新書房  Christian Renewal Ministries
200 North Main Street, Milltown, NJ 08850
電話：732-828-4545 X 11 (書房)  傳真：732-745-2878 電子信箱：info@crmnj.org 網址：www.crmnj.org



北美更新辦公室每個月固定有禱

告會，二月份李力彌長老用使徒行

傳12章與大家分享神如何回應人的禱
告。那時教會迫切地為入獄的彼得禱

告，這一幕完全看在掃羅和巴拿巴眼

裏，當他們將所見的事帶回安提阿

時，教會對神的敬畏達到一個新的高

點，這時聖靈說話了，差派掃羅與巴

拿巴出去，於是教會的宣道紀元開

始！神的道路真是高過人的道路，衪

用出人意外的回應來成就人的禱告。

[編輯部]
◆面對簡體版《尋道本聖經》的龐大

需求，編輯部同工們正加緊地做排版

與校對的工作，目前完成了約30%，
希望在年底以前與讀者見面。請為編

輯部同工繁重的工作壓力代禱。

◆《年輕生命不白過》經過龐慧修

帶領的一小團隊，終於合作無間地

上印。這本書是專門為了那些不願維

持現狀、而想善用年輕生命的人所寫

的，鼓勵年輕人進一步思想耶穌基督

的福音將如何轉變你我的生命。這本

書既有趣又實用，期望年輕人們都能

閱讀這本好書。

◆更新好書不少，其中一本好書許多

人都沒有留意到，即《真愛方程式》

（Each for the Other）。這是當代著名
神學家柴培爾夫婦合著（Bryan and 
Kathy Chapell）的。作者按聖經的教
導來看丈夫、妻子、兒女在家中所扮

演的角色，本書特點在於每當柴培爾

寫完理論後，他的妻子就會有所回

應。藉詼諧簡潔的言語，講出深遽實

用的道理，年輕的夫婦會從中大得益

處，使得家庭生活更豐富、更享受；

年長的夫婦也一樣能受益，將會發出

會心的微笑，亦可以成為青年人的輔

導。這是一流極品，歡迎品嘗其中滋

味。www.crmnj.org/bookstore.html.
[好消息，請大家告訴大家！]
◆台灣上個月更新月刊復刊了！由於

停刊之故，原有的通訊錄沒有修訂，

寄出近四千份後，才發現因有許多不

對的地址而遭到退件。但我們依然

人次，進駐的山區森林幼兒園及小學

也有超過50人次，請為今年我們能繼
續深入到這些水電和車路都困難的區

域守望，記念同工巴威和他的家人並

團隊。

◆創啟地區

✽為同工雅各全家代禱，目前有超過

十個少數民族家庭請他為孩子補習課

業，也有機會進行幾位年輕人的信仰

栽培事工，求神讓雅各夫婦能有智慧

地在不便的環境下，蒙主格外保守，

得人靈魂，作工有果效。

✽請為在東北邊城的巴拿巴夫婦代

禱，今年開始帶領青年小組使用《豐

盛生命》教材，期望能確實幫助受到

震盪的教會和信徒。邊城教會過去主

力是農村老人，近兩年有很大的變

化，小市發展快速，短短兩年興建無

數樓房和迷你機場。村裏多數年輕人

遷移到市裏就業成家，今年教會在市

醫院旁租了一棟房子作心理諮商，並

籌劃開辦讀書會，希望在特殊時期藉

此展開福音的觸角。

◆緬甸地區

✽感謝神讓更新同工與仰光華人教會

團隊合作，在各個分支點使用《豐盛

生命》教材培育信徒。目前除華語的

服事外，教會與神學院也正與更新合

作翻譯《豐盛生命》的緬語教材，

請為郭保才牧師和他的團隊禱告，在

眾多開拓的工作中經歷神的大能和祝

福。今年11月更新事工主任李力彌長
老仍將前往仰光神學院，探望去年受

《豐盛生命》課程培訓的學員們，請

代禱。

[同工腳蹤]
◆李力彌長老

6月29日 北美更新總會董事會
◆周德威傳道

1-5月  洛麗華人基督教會（跨越生
命的門徒培訓）

◆魏愛梅宣教士

3月25日至7月5日
  泰國清邁、佤邦及鄰近山區

探訪、關懷 

感謝主，因為可以進一步確認地址。

最令人鼓舞的是收到一些讀者回應。

您如有親友在台，歡迎提供地址與電

郵，我們可以免費寄上，請大家告訴

大家！

[更新學院開學囉！]
◆我們很榮幸第一次請到呂紹昌牧師

3月29-31日傳授「摩西五經：先知與
智慧的根基」一課。呂牧師畢業於芝

加哥的三一神學院，在美南亞特蘭大

城牧會多年，現任加州基督工人神學

院院長。他的專長在講解釋經學和舊

約書卷。這次的課程將研討摩西五經

的文學寫作、經文解釋、信息主題、

聖經神學，以及信仰生活應用等，相

信會給參與者許多啟發。迄今已有不

少人報名，包括兩位要修學分及幾位

由外地來的學員。請為來上課的學員

與老師禱告，希望大家都滿有所得。

[弟兄讀經營]
◆ 今年秋天將是個十分忙碌的季

節。10月第三週（10/18-20）更新將
在密西根舉辦姊妹讀經營；第四週

（10/25-27）在新澤西州舉辦弟兄讀
經營。每次不同教會的弟兄們歡聚一

堂，一同查經，一同分享，其樂也融

融。這次很榮幸請到正在三一神學院

就讀博士的傅強弟兄為講員，研讀以

利亞的一生，包括學習如何避免屬靈

低潮與屬靈傳承等主題。希望大家預

留時間，不要錯過機會。

[宣教事工]
◆泰北地區

✽4月1-10日期間，更新同工將在清
萊府和清邁府交接的山區MeaAi拉胡
族部落，舉辦「泰北山區兒童暑期英

文營」，去年有超過120名的拉胡族
兒童參加，預估今年會超過150名孩
童出席，請為台灣榮中禮拜堂的英文

教師團隊禱告，也為營會期間晚上的

佈道見證守望。

✽6月1-10日期間將在清邁山區克倫
族幾處未得之民的部落舉辦「義診福

音暨山區校園英文教學」，請為北加

州東灣三一華人教會的醫療團隊成員

代禱。去年前來就醫的村民超過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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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4: 25說：「耶穌被交給人，
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

義。」因著耶穌的復活，我們基督徒得

著了稱義的可信憑據（徒17: 31）。但有
時我們卻會因為信心軟弱或行為表現不

佳，而懷疑自己或別人是否得救；尤其

是當我們看到父母或兒女雖受過洗，卻

不上教會、不讀經禱告，也沒有聖靈的

果子時，我們的心就特別糾結，不知道

他們只是軟弱，還是根本沒有得救。

「救恩的確據」的確是所有基督

徒該好好思考的一個問題，無論是已在 
教會中多年的前輩，還是初出茅廬的小

伙子！

張麟至牧師為更新傳道會出版了一

本《不一樣的靈修》，他針對救恩的確

據寫了一篇文章，帶給我很多的啟示。

《不一樣的靈修》是一本很奇特的書，

它是按照系統神學的架構來安排靈修材

料，把神學和靈命結合在一起。

書中談到救恩的確據可分三層：

第一層的確據是信心。那叫人得

救的信心十分具有經驗性，所以聖經用 
「看見」、「聽見」、「品嘗」等動詞

來詮釋什麼是相信。信心也會讓人在悟

性中擁有充足的把握，即使這種屬靈的

認知是超越人理性所能理解的。聖靈在

賜給人信心時，同時也做了兩件事：第

一是將一種新的悟性賜給我們，使我們

具有屬靈的「眼光」；第二是使我們看

見從聖經裏照射出來的「亮光」，並使

這亮光進入我們的悟性裏。

第二層的確據是指救恩在我們身

上所產生的證據。這種確據是間接、反

思的，猶如看見冒煙而推知必有火的

存在。當神的兒女充充滿滿地在信心之

上又加上德行、知識、節制、忍耐、虔

敬、愛弟兄的心、愛眾人的心等七樣美

德（彼後1: 5-8）時，他們就可反推而知
自己是個已經得救的人。

但新約還提到另一種最深、完全

（第三層）的確據，這是一種強烈的喜

樂、甘甜的安慰、最大的平安，即「滿

有榮光的大喜樂」（彼前1: 8）。但人若

沒有第一層的確據和第二層的見證，卻

宣稱自己有第三層的經歷，那是極不牢

靠的。

也許我們可以鑒察自己的良心，

誠實地回答，就能對自己的得救與否有

一個清楚的答案。此外，書中還提到經

文「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

兒女」（羅8: 16）：聖靈的見證是直接
的、立即的、無誤的，祂的工作在我們

身上也是明顯的─祂能平息我們心中

所有的猜疑，賜給我們大喜樂；深化我

們與三一神的交通，使我們對屬靈的事

理，有活潑新鮮的了解；使我們在禱告

上勇敢有力，激勵我們更加追求聖潔，

更多殷勤服事主和領人歸主。

感謝神賜我們聖經，又賜我們 
一位親密的靈友（聖靈），幫助我們

確定自己是真正得救的。我們要常常與

所愛的親人、摯友一起讀經禱告，深入

了解他們的屬靈景況，並為尚未真正得

救的人禱告，祈求聖靈催促他們早日

悔改，今日就得著救恩和永遠的福樂！ 
（龐慧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