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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產生恩典

詩篇是非常寶貴的一本書，藉著它

我們學會讚美神的藝術；也學到在憂傷

時如何向神傾訴；在危險時如何壯膽依

靠神；或在受人欺壓時如何向神發怨

氣。但詩篇34篇尤為特別，因為是大衛
逃難時在敵人面前裝瘋之後寫成的，對

我們來說，可能人生還沒有走上這麼生

死交關的地步。

此詩篇共有22節，因為希伯來文有
22個字母，因此可以算是一首字母詩，
它是詩篇裏的第二首字母詩。但缺了第6
字母“Waw”（音「瓦澳」），而在第22
節又多了一字母“pe”（音「培」）。通常
字母詩都是智慧詩；這首詩篇的下半部

（詩34: 8-22）的確是，它被第8節的「投
靠祂的人」與第22節的「凡投靠祂的」
兩節框架夾住，前半部（詩34: 1-7）是感
恩詩。就整體來說，它還是一首個人的

瀕臨死亡的恐懼

我們先來看大衛所面臨恐懼的經

驗。這件事應當由大衛打死巨人歌利亞

說起。它本是大衛早年最光采的事，因

為他打死巨人後，非利士人立即「樹倒

猢猻散」。當時，非利士人已經與以色

列軍隊對陣四十日，無人敢出戰，因為

看到歌利亞就害怕。但等到大衛靠著耶

和華一出手，就置巨人於死地，連掃羅

王都感到訝異。當以色列軍隊凱旋歸來

時，歡欣鼓舞的婦女們立即都變成了大

衛的粉絲！不要忘了，大衛還是以色列

的美歌者，允文允武。這些婦女唱道：

「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撒

上18: 7）這句話可把大衛害慘了。掃羅從
此動了殺機，開啟他的政權保衛戰。

大衛出逃了（撒上21: 10-15）。或許
他想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於是逃到當

時掃羅王的對敵亞比米勒、即亞吉王那

感恩詩。美國舊約學者范甘麥倫（Willem 
A. VanGemeren）的大綱能幫助我們抓住
這首詩的微言大義（註一）：

I. 感恩詩（詩34: 1-7）
A. 個人與團體的讚美（詩34: 1-3）

B. 個人與團體的經歷（詩34: 4-7）
II. 智慧詩（詩34: 8-22）

A. 勉勵要得智慧（詩34: 8-14）
B. 智慧帶來的賞賜（詩34: 15-22）

詩人大衛為何感恩呢？因他曾落在

將臨死亡的恐懼中（詩34: 4，詳見本詩
標題與撒上21:10-15），卻蒙神拯救。在
這首詩裏，它最主要的鑰字是「敬畏」

（神），此字共出現四次（7節，9節，9
節，11節）；這個字與第4節的「恐懼」
同義。而詩人是如何勝過恐懼並蒙神

的拯救呢？他的祕訣就是決定不畏懼周

遭的人事物，而要敬畏神。因此之故，

他在本詩的下半段教導神的百姓敬畏神

之道。

張麟至牧師（新澤西州美門教會主任牧師．更新傳道會北美董事會主席） 著
15耶和華的眼目看顧義人，他的耳朵聽他們的呼求；
16耶和華向行惡的人變臉，要從世上除滅他們的名號。
17義人呼求，耶和華聽見了；便救他們脫離一切患難。
18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
19義人多有苦難，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
22耶和華救贖他僕人的靈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詩34: 15-19, 22



「沒有將他的生命全然地委身於神，就

將自己和聖靈的恩惠……暴露在不敬虔

之人的笑柄之下。」只是「神的恩惠太

顯著了，以至他的過失沒有算在他身上

罷了。」（註二）大衛在第22節也說，
神不定他的罪。

希伯來文在此有一個很有趣的文

字遊戲。詩篇34篇標題裏裝瘋一詞的 
「瘋」字，和第8節的動詞「嘗嘗」源
自同一字根。這有什麼含義呢？其實

「瘋」的原意是「口味、感受」，「裝

瘋」的原意就是「改變口味、改變感

受」。在這裏我們看見兩個大衛，各有

一種口味：一個在第8節，他鼓勵人要 
「嘗嘗主恩的滋味」；但在詩篇34篇的
標題裏，他改變了原有屬靈高尚的品

味，裝瘋去了！於是在外邦人面前丟人

現眼，大失神的兒女尊貴的體統。但神

赦免了他，祂畢竟憐憫人的軟弱，可是

大衛的行徑絕對不容我們效法。神將大

衛擺明在這裏，是要我們「擇……其不

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篇）

人活在恐懼之下

人生的苦難太多了（參詩34: 17）： 
哈拿不會生育，再大的好處都形同烏

有。在猶太社會裏，女人不生育就沒有

保障，她的先生有許多緣由可以將她休

掉，使女人常活在害怕失婚的恐懼裏。

神在舊約裏只能作道德勸說；耶穌來

了，也只是斥責那些想離婚的人心硬

─這種情景今日也相似。

再說，你以為小孩無憂無慮嗎？不

一定。父母婚姻不好，是小孩的夢魘。

我早年有一位好友，後來在美國某個退

修會上偶然相見，真高興，原來他也成

了基督徒，並且在校園裏事奉主。幾年

後再聯絡，才知道他們夫婦面臨婚姻的

危機。我那時才開始服事主，不知怎樣

幫助他們。小時我到他家裏去，看見他

的家庭因父母吵架而冷如冰點，他活在

父母常要離異的恐懼下。二十年後，他

怎麼又使自己的妻子兒女也活在這種憂

慮之下呢？

住在湄南河一帶的泰國人，一定沒

想到2011年會活在天天被水淹沒的恐懼
下。更可怕的是金融海嘯在世界各地潛

伏著，歐洲才剛躲過一次，但是德國總

理已講過，這是他們國家最後一次為希

臘紓困。然而這種金融災難就像洪水一

樣，不知何時會在歐洲的另外幾國爆

發。美國好嗎？一點也不，一把劍懸在

美國國民的頭上。中國的房地產也走到

泡沫化的邊緣，2011年秋天開始爆發
了，國務院進場紓困，可能會重演美國

在2008年的戲碼。
基因工程專家黃力夫教授說，今天

人身上的二十三對基因，只能用「千瘡

百孔」來形容。亞當夏娃受造時，他們

的基因都是完好無缺的，可是犯罪後，

連基因都敗壞了。現在我們每一個生命

能出生和長大，都是神的恩典！我們都

不要驕傲，我們的基因「千瘡百孔」，

只因神的保守讓一對基因裏好的一部 
分顯現出來罷了。為什麼賓州的阿米什

人社區裏容易碰上基因疾病？因為近 
親通婚，把他們的「千瘡百孔」暴露了

出來。

經濟不好，連帶的就業市場也不

好，大家不願投資，公司不敢雇人。工

作不好找，我們不就活在失業的憂慮之

下 （如果不是恐懼的話）？
賓拉丹已經死了，反恐戰爭就過去

了嗎？沒有，一點也沒有。今年新澤西

州的美門郡這個龐大的軍事基地（Fort 
Monmouth），終於遷走了，這對當地的
房價可用重創兩字來形容。而每年少掉

好幾千萬美元的消費額，對當地的經濟

自然不好。但是有一點好，如果美國哪

裏會有恐怖份子攻擊的話，美門郡大概

已可從這名單上拿下來了吧，因此居民

可以減少一些恐懼。

全世界的氣候也使人活在原來沒有

的憂懼之下。對住在美國東岸的我們來

說，地震、龍捲風、颶風、豪雨、土石

流、水災、海嘯等等好像都很遙遠，但

是2011年八月底我們居然有颱風，十月
底居然下秋雪！

然而這一切的恐懼比起大衛經常經

歷到的生死劫，就不足掛齒了。約瑟曾

經歷過朝不保夕的日子，哈拿也曾因為

生不出兒女來，天天以淚洗面，他們都

是怎樣渡過的呢？

屬靈的感染性

1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他的話必常在

我口中。
2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謙卑人聽見，就

要喜樂。
3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他的

裏避難。結果亞吉說什麼呢？「那裏的婦

女跳舞唱和，不是指著他說：『掃羅殺死

千千，大衛殺死萬萬』麼？」（撒上21: 
11）於是亞吉決定除去大衛，以絕後患，
同時報一箭之仇。大衛反應如何呢？他

心裏「甚懼怕」（撒上21: 12），這正是詩
篇34章4節所說的「一切的恐懼」。對大
衛而言，他真是經歷了生死交關。

怎麼辦呢？在千鈞一髮之際，大衛

藉著詩篇34篇告訴我們，他存心「敬畏
神」（詩34: 7, 9, 9, 11）、「仰望神」 
（詩34: 5）、「尋求神」（詩34: 4）、「投
靠神」（詩34: 8, 22）、乃至於「呼求」
（詩34: 6）、「仰望」（詩34: 5）神、「呼
求」（詩34: 17）神。很屬靈吧？
但是撒上21章13節記載的卻是，大

衛「就在眾人面前改變了尋常的舉動，

在他們手下假裝瘋癲，在城門的門扇上

胡寫亂畫，使唾沫流在鬍子上。」對照

詩篇34篇和撒上21章的記載，你會發現
大衛表裏不一。他對神哪是真有信心？

不過他還很誠實，把自己當時失格的表

現寫在詩篇34篇的標題上，當作事後的
悔改吧。

結果如何呢？撒上21章14-15節接著
說：「亞吉對臣僕說：『你們看！這人

是瘋子！為什麼帶他到我這裏來呢？我

豈缺少瘋子，你們帶這人來在我面前瘋

癲嗎？這人豈可進我的家呢？』」大衛

可能就這樣被亞吉王轟了出去，但對他

而言，倒是逃過一劫。

有人說大衛「靈巧像蛇」（太10 : 
16），可是他自己卻說，「不，是神
救我脫離了死亡的恐懼。」他八次提及

這事：你會發現他的辭彙十分豐富： 
「救」（詩34: 4, 17, 19）、「救／拯救」
（詩34: 6, 18）、「搭救」（詩34: 7）、
「保全」（詩34: 20）、「救贖」（詩34: 
22），原文用了五個不同的字。不是因
著他的靈巧，純粹是出於神的救恩。加

爾文對此詩篇的註釋很中肯：

「大衛的裝瘋是否是在聖靈的引導

之下呢？……雖然神有時候拯救祂的百

姓，但同時他們也會選錯方法，甚至在

罪中使用那些方法，然而其中並沒有不

一致之處。因此，拯救是神的工作，但

是其間無可饒恕的罪過應當要歸諉於大

衛。」（註二）

加爾文認為，大衛詐騙亞吉的舉

止，是「一些軟弱的象徵」。由於他 



名。 ─詩34: 1-3

當大衛脫離了一切的恐懼時，他就

開口讚美感恩。此詩的前三節是他的感

恩詩。在此他用了五個動詞說明他心中

的感謝：「稱頌」、「讚美」、「誇

耀」、「尊崇」（「稱……為大」）、

「高舉（神）」。我們應當自問，我們

有否這樣對待我們的神呢？

其次，要注意：如果我們真是一個

感恩的人，我們個人向著神的心態是極

富感染性的！第1和第2節的主詞都是 
「我」，而第3節則感染到周圍的「你們」。
最後，「我」變成了「我們」了。真實

的感恩與讚美絕不只是個人性的，它一

定會感染到我們周圍的人，使這一個感

恩與讚美變成了社區、團體的感恩與讚

美。這是生命的流露、屬靈的感染。

見證所經歷的神

4我曾尋求耶和華，他就應允我；

救我脫離了一切的恐懼。
5凡仰望他的，便有光榮；

他們的臉必不蒙羞。
6我這困苦人呼求，耶和華便垂聽，

救我脫離一切患難。
7耶和華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圍安營搭救

他們。 ──詩34: 4-7

在大衛的感謝與讚美中，他必定為

主作見證，第4-7節是他親身經歷神的摘
要。第5節是神給他內在的幫助，而第7
節則是外在的幫助。詩篇34篇5節也可以
如標準修正本聖經（RSV）和原文聖經註
釋（WBC）另譯之如下：

「你們要仰望他，並且發出榮光，

因此，你們的臉必不蒙羞。」

本節與詩首標題之光景不可同日而

語。在亞吉王面前裝瘋，多沒面子。臉

上無光，連神也一樣。但在這「一切的

恐懼」中，他尋求神時，神就應允了

他，將他從恐懼中拯救出來（詩34: 4）。 
神的拯救就是用祂臉上的光榮照射他 
（參詩42: 5, 11: 43: 5），除去他的羞辱。
然而，這光榮又是怎麼來的呢？是因為

神靠近人（詩34: 18上），和人的品嘗祂
（詩34: 8）。和合本將詩篇42篇裏神的
「笑臉幫助」，譯作「臉上的光榮」（詩

42: 11; 43: 5）。當我們親近神，看見祂用
笑臉向著我們，我們就大得幫助，因這

意味著祂的赦免、接納與理解。這種幫

助比千軍萬馬更為重要。大衛用先前的

裝瘋方式，固然逃了出來。可是仔細一

想，不對，良心有虧。然而神此時的笑

臉相向，對他而言，說明神已不定罪，

並赦免了大衛的錯誤（詩34: 22）。
大衛的呼求不僅帶來內在的幫助，

也帶來外在的幫助（詩34: 7）。耶和華的
使者是許多聖經人物都經歷過的，如夏

甲（創16: 7-14）、亞伯拉罕在摩利亞山上 
（創22: 11）、摩西在荊棘火焰中（出3: 2）、 
巴蘭（民22: 22）、約書亞（書5: 13-15）、 
大衛晚年在亞勞拿（或稱阿珥楠）的禾

場（撒下24: 16）、希西家（亞述被擊殺，
王下19: 35）等人的經驗。其中最有趣的
是以利沙被亞蘭大軍包圍一事。當時，

神人的僕人看見就驚慌。於是以利沙向

神禱告，求主開這青年人的眼睛，好

看見「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

多。」而學會「不要懼怕」！當那僕人

眼睛開啟時，他果真看見「滿山有火車

火馬圍繞以利沙。」（王下6: 14-17）
在此詩篇中，大衛提到耶和華的使

者在他四圍安營，搭救他；包括使亞吉

王改變心意、放掉大衛。如果亞吉真的

要動武的話，也得不到一點便宜，因

為神的使者一定會出手相救。大衛的得

救不是因為他的裝瘋，而是因為神的拯

救，以至於如此。大衛在裝瘋以前一定

沒有看見在他四圍安營的使者，但後來

他看見了，他必定是何等地羞愧！雅各

回家鄉時，真是「近鄉情更怯」，神就使他

看見「二軍兵」的保護，雖然我們在創世

記32章時看見他心中有多害怕，說什麼
就是過不了雅博渡口。全家都渡過了，

只有他一個人掛單在河東，為什麼？恐

懼！很有意思的是，雅各不僅需要外

在的幫助─耶和華的使者，他更需要

內在的幫助─得見耶和華的面，當然

還有被他深深得罪之以掃的面！簡而言

之，就是赦免：神的赦免與人的赦免。

有一天我們都要離開這個世界去見

主。那時，我們要問問自己：「我在這

世界上還有什麼是我不敢見的、有虧欠

的？」其實這個問題應當是我們天天要

捫心自問的。

恩典使我敬畏

8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9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他，

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

10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

但尋求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11眾弟子啊，你們當來聽我的話，

我要將敬畏耶和華的道教訓你們。
12有何人喜好存活，

愛慕長壽，得享美福，
13就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

嘴脣不說詭詐的話。
14要離惡行善；

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詩34: 8-14

勝過恐懼的祕訣是敬畏神，這是詩

篇34篇最主要的信息。約翰．牛頓（John 
Newton）的名詩〈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唱出了這樣的經驗：

1奇異恩典何等甘甜　來救如我罪魁

前我瞎眼今得看見　失喪今被尋回
2恩典教導我心敬畏　並將懼怕除掉

恩典與我初次相會　顯為何等可寶

懼怕的剋星乃是敬畏神。

要品味主

8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詩34: 8

什麼是敬畏神呢？定義在第8節，這
是指一個人活在主面前，嘗主的美善之

經歷。投靠祂的人，便為有福。大衛在

屬靈上的品味變壞了，才會裝瘋賣傻，

自以為聰明，希望能藉此逃過一劫，殊

不知那叫丟人現眼。

為什麼他後來能經歷到神的釋放

呢（詩34: 5, 7）？因為他在神面前品嘗
祂。請注意第8節中「主恩的滋味」那
幾個字，希伯來經文中並沒有，所有英

譯本也都沒有，而是和合本按第8節下的 
「美善」加上去的。把它拿掉後，再看

第17-20節，我們就明白，在主面前受
苦的滋味是要我們自己去嘗的啊！「義

人多有苦難」，所以我們來到施恩座前

求。主怎樣對待我們？那時我們的心要

在神面前被神「破碎」。「傷」這個字和20
節的「折斷」是同一個希伯來文動詞。

折斷的是內心，外在的身體卻連一根骨

頭都不會被「折斷」。公平嗎？公平！

我們的靈魂在主面前先要被主折

斷！這是順服的功課，這是第8節上「嘗
嘗主」大能的威力，並不像和合本譯得

那麼美。但是別怕，經過屬靈的化療，

我們內在原罪的癌細胞才被主治死，然

後我們「便知道他是美善」的（8節下），
真正的福氣才會接踵而來。老約翰曾將



h

神所賜的小書卷吃下去，這會「叫你肚

子發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啟

10: 9，參結2: 10; 3: 3）這叫正版的嘗嘗
主。嘗嘗主恩的苦，才有主恩的甘甜，

合起來叫作「主恩的滋味」。

這樣地嘗嘗主是神的命令。約伯嘗

過，約瑟嘗過，摩西嘗過，連神的兒子

也嘗過。只是一味地趨吉避凶的宗教，

不是真宗教，那是屬靈的膺品。孟子怎

麼說的？連他都說：「天將降大任於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

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

子15）
這個道理如果連孟子都懂，況且是

神的百姓呢！天命之主豈不更「使萬事

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呢 
（羅8: 28上）！這條路是聖經的路。
約瑟被投入坑中、被賣為奴、又賣

到波提乏家中、被主母誣衊丟到死牢，

都叫作「你們要嘗嘗，便知道他是美

善。」雖然許多年之後，約瑟能說：「但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創50: 19）。然
而他必須能憑信心常對自己說，神「是

美善」的。

約伯在最受苦時深信，「他試煉我

之後，我必如精金。」（伯23: 10）摩西在 
曠野四十年受管教與歷煉時，相信一

件事：這一切事將使他「得著智慧的

心……飽得〔神〕的慈愛……〔並叫〕

神的榮美歸於〔我〕身上。」（詩90: 12, 
14, 17）
大衛在亞吉那裏的震撼教育，不過

才是他在逆境學習品味主的開始而已。

這叫敬畏神，即在神的手下被神折服。

你放心，你的骨頭一根也不會折斷。在

這一切的苦難和恐懼之中，我們嘗到了

主的美善！這叫品味神、敬畏神。

一無所缺

9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當敬畏他，

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
10少壯獅子還缺食忍餓，

但尋求耶和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詩34: 9-10

一無所缺，太好了，誰不喜歡呢？

掃羅要殺大衛，用盡了心機，殺到了沒

有，沒有。有無危險呢？有，常常是驚

險萬分；可是只要主不許可的，總是化

險為夷，平安無恙，也就是這裏所說的

「一無所缺」。第10節補充為「什麼好處
都不缺」，叫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

是美善」的。

敬虔生活

11眾弟子啊，你們當來聽我的話，

我要將敬畏耶和華的道教訓你們。
12有何人喜好存活，

愛慕長壽，得享美福，
13就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

嘴脣不說詭詐的話。
14要離惡行善：

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詩34: 11-14

詩篇34篇8, 9, 11節出現三次的命令
句，第8節者與第11節者是配套的：前 
者是聖所裏的操練，敬畏神；而後者

是聖所外的實行，過敬虔的生活（詩34: 
11-14）。第13-14節提及言語、行為及使
人和睦。大衛是在被人毀謗、被人追殺

的情況下，不還口，不報復；反而，還

要追求與人和睦。

這個和睦是擴大的和睦，他不但自

己與神和好，而且他還使別人與神和

好、與人和睦。他的敬畏神可以將周遭

的社區都改變了。敬畏神是內在的，但

它要兌現在敬虔生活上。

兩條道路，兩種結果

15耶和華的眼目看顧義人，

他的耳朵聽他們的呼求；
16耶和華向行惡的人變臉，

要從世上除滅他們的名號。
17義人呼求，耶和華聽見了；

便救他們脫離一切患難。
18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

拯救靈性痛悔的人。
19義人多有苦難，

但耶和華救他脫離這一切；
20又保全他一身的骨頭，

連一根也不折斷。
21惡必害死惡人；

恨惡義人的，必被定罪。
22耶和華救贖他僕人的靈魂；

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 ─詩34: 15-22

大衛在這詩篇裏對自己的刻劃，有

些類似登山寶訓八福裏的人：（註三）

困苦人（詩34: 6） 貧窮的人……

傷心痛悔（詩34: 18） 哀痛的人……

缺食忍餓（詩34: 10） 饑渴慕義的人……

尋求和睦（詩34: 14） 使人和睦的人……

第8節起的下半部是智慧詩，它一開
頭就說，敬畏神的人是有福的人，它和

登山寶訓類似，表面上來看，困苦人、

傷心痛悔的人、缺食忍餓的人、尋求和

睦的人，都是在世上吃虧的人。可是，

耶穌宣告說，他們是有福的人。人世間

有兩種人，走上兩條道路，走出兩種 
結果：

兩條道路

耶和華指出在人生道路上祂所扮演

的角色，會使人走上兩條不同的道路。

一條是義人的道路，神的態度是：其眼

目看顧他們、其耳朵垂聽他們、其心靈

靠近他們。另一條是惡人的道路，神的

態度是：向他們變臉、不看顧他們、不

垂聽他們、也不靠近他們。

一言以蔽之，走義路的基本要素就

是：義人和神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如何。

我們在意神嗎？其取決在於我們是否在

意神的誡命和祂的旨意。

兩種結果

詩篇34篇末了兩節對比兩條道路的
結果：一條路帶來神的救贖；一條帶來

神的定罪。大衛的人生還加演了一場

戲，那是第21節的戲碼：「惡必害死惡
人」。神叫他看見這一點，是用來警告

他千萬不要跳進去「與狼共舞」。是誰

害死掃羅的？是他自己的惡，誰也別

怪。撒母耳記上31章4-5節與歷代志上10
章4-5節都記述保羅是自殺的，而且兩
處字句幾乎相同，可是撒母耳記下1章
1-10節記載了其他細節。兩相對比，可
能是這樣的：掃羅自殺未死，一位士兵

經過，掃羅要求他幫忙將他殺死，「因

為痛苦抓住我」。於是他幫忙將掃羅殺

死，並且取下其冠冕與臂鐲來向大衛邀

功。沒想到這士兵卻被大衛處死。這士

兵是「亞瑪力人」！（撒下1: 8）這叫作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老子．道德

經第73章），古有明訓，況且聖經更是
如此說。

這戲碼詳見於傳道書10章8-9節：
8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

拆牆垣的，必為蛇所咬；
9鑿開石頭的，必受損傷；

劈開木頭的，必遭危險。

聖經的倫理是黑白分明的，我們要

記住詩篇1章1節的話。大衛日後兩度有



h最近同工將更新總部辦公室作了一番

整頓，有照片為證。過去作為書庫的車

庫，經過整修、油漆後，已經煥然一新。

書房主任葉百山弟兄，最近花了不少時間

將辦公室空間重新安排，並在天花板上裝

好螢幕，牆上訂好白板，建議萬一更新學

院報名人數不夠時，可以將辦公室臨時改

成教室使用，實在謝謝他的辛勞。

h更新總部春季大掃除

h

機會可輕而易舉地除去掃羅，但他都拒

絕了（參撒上24: 6; 26: 9）。他反對親自動
手殺害掃羅王的一個原因是，「惡事出於

惡人，我卻不親手加害於你。」（撒上24: 
13）他甚至承認可以殺掉掃羅的機會，是
「耶和華將你交在我手裏」（撒上24: 10）！
這也是神在試驗他，但他勝過了。

揚起帆出海吧

大衛的人生才剛剛開始就遭逢人

的打壓與追殺，他該怎麼辦？躲在生

命中黑暗的角落自憐哭泣？哈拿曾如

此做過；耍點小聰明和對方鬥爭，大衛 
也裝瘋過，雖然神不定他的罪（詩34: 22 
下），但決不為神所喜悅。神要我們揚帆

出海！第19節說，「義人多有苦難！」神
已經為我們的一生定好調了，人生有風

浪，船才能乘風破浪而前進。幾年前，

我的教會年曆卡選擇用以賽亞書40章31
節為主題；於是一家公司設計了老鷹在

破曉時分展翅上騰的圖樣。當時正好一

位研究老鷹的人告訴我，老鷹不在清晨

飛翔，因為清晨通常大地無風啊。人生

有風暴並非壞事，連易經都說，「否極

泰來！」但你我要憑信心依靠神，展翅

上騰。

大衛渡過恐懼危機的祕訣是敬畏

神。人都趨吉避凶，他也是，因此他也

明說他要「喜好存活，愛慕長壽，得享

美福。」（詩34: 12）為此緣故，他就要
在生活中做到兩方面：（1）親近神，這
是第8節的甘甜經歷，這種人有福了。
（2）可是還不夠，真正的工夫在第13-14
節，這叫敬虔。前者叫敬畏，後者叫敬

虔。一個是在神面前的，另一個是在人

面前的，兩者兼而有之的，才是正版的

敬畏神。一個人是否真正的在至聖所裏

與主有甜美的交通，要看他出了至聖所

之後，是否有泱泱大國國民的樣式： 
（參詩34: 13-14）
13就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

嘴脣不說詭詐的話。
14要離惡行善；

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詩篇34篇13-14節上叫作「獨善其
身」，14節下叫作「兼善天下」。換
句話說，敬畏神的人會給整個教會和社

區帶來極大的感染力。本篇詩篇前3節
顯示，詩人感染全聖所的人一同高舉主

的名；而在第14節，他把和睦感染到整
個社區。套用新約的話來說，就是勸人

與神和好，而且促使人人和睦。德國總

理梅克爾夫人是個叫我們佩服的人物：

她不顧選票的壓力，選擇再力挺希臘一

次，聯合歐盟紓困希臘一半的國債。在

二戰時，納粹搬走希臘許多金子，好

了，這次可以說扯平了、言和了。真正

的和睦是神人之間的和好，正如第22節
所說的。

揚起我們生命的帆吧！它的起點是

屬神的至聖所（詩34: 8），它的過程是人生
的風暴（詩34: 19上），但是它的結局是美 
麗的新世界，一個神人和好（詩34: 3下），
人人和睦的社會（詩34: 14下）。來吧，
從你生命黑暗的角落走出來，進入主的

陽光普照的至聖所內，並且勇敢地揚帆

出海吧。

詩歌默想：你是我生命的亮光

耶穌是我生命的亮光　照亮我的前方

雖有暴風雨把我擋　注目我的亮光

祂使我生命重新得力　使我抬頭高昂

祂使我如鷹展翅上騰　飛躍在高崗上

 

註一：Willem A. VanGemeron, Psalms. 
Expository's Bible Commentary. Rev. 
ed. (Zondervan, 2008.) 323.

註二；John Calvin, Calvin's Commentaries on 
Psalms. 4: 2: 556－557.

註三：Wilson, Psalms Volume 1. 573.



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
Christ-Centered Preaching
柴培爾 著
by Bryan Chapell

美國密蘇里州聖約神學院

院長柴培爾博士的力作，

許久以來為北美多所神學

院採用作講道學課本。除

了清楚有力的釋經講道理

論與應用方式外，

本書獨特的 FCF
(墮落景況焦點)原

則，幫助講道者切

實將「惟獨基督」

與「惟獨恩典」的

信念，落實在每篇

講章之中，藉此將

神的全能與救贖傳

達得完全，給世人 

             及信徒帶來真希望。

美金	定價	39元	特價／繁33元／簡29元
港幣	定價	280元	特價／繁238元／簡210元
新幣	定價	45元	特價／繁38元／簡34元
台幣	定價	900元	特價／繁765元／簡675元

設計釋經講道
李定武 著

作者從設

計學的角

度推展出

一套邏輯

嚴謹的釋

經講道原

則，提供

一項系統 

性、循迴優化的預備講章程

序，其獨特的蛛網圖寫作

講章方式，步驟詳盡，易懂

可學，幫助講道者能竭力藉

神話語的傳遞去推展神的國

度。

美金		定價	32元	特價	 27元
港幣		定價	210元	特價	178元
新幣		定價	40元	特價	 34元
台幣		定價	900元	特價	765元

摩根講道法
Preaching
摩根 著
by G. Campbell Morgan

許多人

詢問摩

根應當

如何預

備解經

講道，

本書就

是這位

英美著

名解經

王子的答覆，書中指出宣

講時須注意的原則，可用

真理、清楚和熱誠來概括

說明，雖然精簡，卻是極

其重要，值得再三閱讀深

思。

美金		定價	5.5元	特價	 5元
港幣		定價	30元	特價	26元
新幣		定價	 9元	特價	 8元
台幣		定價	145元	特價	125元

講道者工作坊
The Art and Craft
of Biblical Preaching
羅賓森及拉遜 主編
edited by Haddon Robinson and 

Craig Brian 
Larson

釋經講道大師

羅賓森及拉遜

主編， 108位
當代出色講道

者的理論與經

驗結晶，深刻

地針對今日講

台事奉者的需要，是最詳盡而實

用的一本講道學百科全書。

本書榮獲

《講道》雜誌 2006年講道類最佳書籍

《今日基督教》雜誌 2006年教牧領導類

美金	 定價	 45元	 特價	 38元
港幣	 定價	 320元	 特價	272元
新幣	 定價	 55元	 特價	 47元
台幣	 定價	1100元	 特價	935元

'新推出簡體版特價優惠

[特價至4月底]

只要花$30美金，就可以擁有這本終生受用的研經資料庫！

世界知名的作者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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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 (繁體標準本)

原價 $45   特價 $30
購滿十本以上再減15% (每本$25.5，十本共$255）

(不能指定顏色)

新國際版研讀本新約聖經 (簡體或繁體)

原價 $15   特價 $10
購滿十本以上再減50% (每本$5，十本共$50）

(繁簡體數量可以合併計算)
特惠期限：2012年3月15日至4月30日



隨著春天的來到，更新各地同工們的腳

步也加快了許多，在馬不停蹄的服事中，我

們格外需要您們的代禱。

[新加坡更新分會事工報導]

◆今年的三月對新加坡分會來說，實具

有非凡的意義。三月最後一週，新加坡

更新分會將慶祝成立二十周年紀念。北

美的李定武牧師，師母將代表總會參加

一系列的聚會，包括三月28-29兩日在
新加坡淡申律浸信會舉辦釋經講道研習

會，講授〈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如

何由舊約中宣講基督的恩典〉，30日有
慶典及聚餐，歡迎新加坡更新之友共享

主恩。

過去二十年來，新加坡更新分會在余達

富牧師的帶領下，藉從事門徒訓練、傳

道與教導，幫助了許多新馬地區的教

會，並且參與和發展宣教事工。感謝神

的恩典，如今宣教事工已發展到緬北，

外蒙古及中東及其他創啟等地區，求神

繼續使用新加坡更新分會。

[台灣更新分會及香港更新事工報導]

◆台灣更新傳道會自1988年開始，雖
已成立了二十多年，但一直沒有一個屬

於自己的辦公室。感謝神的恩典，終於

在去年四月蒙神在新北市三峽區賜我們

一個非常理想的辦公室，地點就在台北

大學正門對面。今年四月14日週六上午
至下午二時將有獻堂禮拜，台灣地區牧

長、弟兄姊妹，更新台灣董事及新舊同

工將歡聚一堂，一同感恩並共進午餐，

願一切榮耀與讚美歸給我們的父神。

◆請為正在台中東海大學服事的更新門

訓同工周德威傳道代禱。他應東海大學

之邀，於二月前往台中，在校園中從事

教職員當中的門徒訓練事工。東海是周

傳道的母校，他的門徒訓練事工深受歡

迎，多次被邀返校，求神繼續使用他。

◆四月16-17日更新傳道會也將與東海
大學校牧室合作，舉辦釋經講道研習

會，服事大台中地區的教牧，神學生及

平日站講台的弟兄姊妹。希望更新獨特

的服事有機會影響到更多的傳道人與教

會領袖，愛主，事主，全新跟隨主。

◆更新四月將在香港舉辦釋經講道研

習會。主題是如何由舊約中傳講基督的

恩典。自2009年起，我們連續每年在遠
東舉辦一次釋經講道研習會，目前已有

超過千餘位的傳道人與神學生參與過這

項訓練，希望這項服事能帶出：教牧更

新！信徒更新！教會更新！的目標。

[更新姊妹／弟兄讀經營]

◆自2003年更新開始舉辦姊妹讀經營
以來，它一直是很受姊妹歡迎的一項營

會，每年新澤西州及其附近幾州的姊妹

都會歡聚一堂，一同研讀神的話語。自

2011年開始，更新開始舉辦弟兄讀經營
的服事，第一屆在新澤西州的營會報名

很快就爆滿，有140位弟兄參加，大家
都有欲罷不能的感覺。此外，我們也設

法將讀經營的服事推廣至其他地區：自

2008年起將此營會以家庭讀經營方式在
荷蘭試辦過幾次；2010起在密西根州舉
辦過兩次中西部姊妹讀經營，且將於今

年4月在台灣高雄地區試辦第一屆台灣更
新弟兄讀經營，北美地區則會在今年11
月在美南亞特蘭大城舉辦第二屆更新弟

兄讀經營。感謝神，為我們在各地都預

備了合適的同工，願這為期一週末的營

會，讓愛讀神話語的風氣能在各地點燃

起來。

◆四月27-29日在高雄舉辦的首屆台灣更
新弟兄讀經營，主題是大衛─君王！

罪人！男人！神人，由蘇桂村及李定武

牧師任講員，並有自華府前往的王琨弟

兄協助當地同工帶領小組查經及晨更，

請為更新團隊禱告，求神賜靈力及體力。

[文字事工]

◆鼓勵信徒好好研讀神的話一向是更

新傳道會的負擔，自1996年更新出版了 
《新國際版研讀本聖經》後，一轉眼，

這本卓越的助讀本聖經已經在全球發行

了十多萬本，甚至成為國內最受重視的

一本助讀本聖經！更新接繼在2008年在
該聖經中加了一些寶貴的新資料，以 
《更新版研讀本聖經》為名又發行了四

年，依然極受信徒喜愛。今年暑假，我

們將推出《更新版研讀本聖經》的簡體

版，提供使用簡體的弟兄姊妹，希望大

家拭目以待。求全能的神保守每一個印

刷步驟，使這簡體版的印刷品質完美，

設計精美耐用，成為讀簡體字信徒天天

樂於使用的一本聖經。

◆除了忙於製作簡體研讀本聖經外，編

輯同工也忙於將出版多年的漁夫查經系

列予以更新。這套共47本的查經材料曾
幫助過許多教會和團契，希望封面更新

後，可以推行得更廣。

[更新學院及更新同工團的事奉]

更新學院（ITS）自2000年開始已經開始

進入第十三個年頭，過去幾年學員人數有減

少的現象，但自今年初開始，不論是在新澤

西州，還是亞特蘭大城，每門課選課的人數

都超過三十人。尤其令我們感恩的是，正式

修課的人數比例有提高，由於更新學院與美

國南卡哥倫比亞神學研究院有特殊的合作關

係，舉凡在更新學院選課成績達Ｂ以上的，

若日後到哥倫比亞神學研究院進修時，這些

更新課程都可以承認一部分學分。而目前選

課的人數加增，可能表示，有些學員在全時

間讀神學之前，願透過更新學院的課程先裝

備自己，我們為這個新氣象感謝主。請為更

新學院的服事禱告，今年四月陸蘇河教授將

在亞特蘭大講授〈舊約神學〉。請勿失良

機，儘早報名。

◆我們要特別感謝更新各地的董事們，

默默在幕後支持更新事工。北美總會的

董事張麟至牧師就曾替更新翻譯並寫成

好幾本名著：如，《不一樣的靈修》；

巴刻的《簡明神學》，並於去年譯成古德

恩的鉅作《系統神學》。新加坡董事在

支持並推動宣教事工上不遣餘力。去年

方成為台灣更新董事的杜榮華長老正在

大力推動更新台灣首屆弟兄讀經營。感

謝他們的協助，願神賜福他們的擺上。

[同工腳蹤]

北美地區

◇李定武牧師 

三月 
 27-30日 新加坡之行
四月 
 16-17日 台中地區〈釋經講道研習會〉
 21日 香港改革宗教會
 22日 香港北角國語聖經教會
 23-24日 香港地區〈釋經講道研習會〉
 27-29日 高雄地區更新首屆台灣弟兄讀經營
新加坡地區

◇余達富牧師

三月 4日 伯大尼播道會
 11日 南堂、畢士大粵語堂
 18日 宏茂橋福音堂、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四月 1日 伯大尼播道會
 8日 迦南堂、畢士大粵語堂
 9-15日 東亞培訓
 22日 伯大尼以馬內利教會
 29日 宣道福音堂、長老會活頌堂
台灣地區

◇周德威傳道

三月至四月  台中東海大學門訓事工



          ◆喬治亞州亞特蘭大 
BIB108／4/27-29/2012  舊約神學 –陸蘇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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