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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要祂子民學習分散的操練，這是

神當初向人類所定的旨意。對神來說，

不是所有的分散都是負面的，也不是所

有的聚集都是對的。二十一世紀的今

天，人類的確已經分散全地。按語言學

家的估計，今天全世界至少有6700種以

上不同的語言。語言種類如此之多，對

需要去到不同國家，或出差或旅遊的

人，都會帶來極大的不便。然而在遠古

的時代，人類的語言種類是單一的，並

沒有這麼繁多。神藉創世記提醒我們，

語言的產生與人類當初犯罪冒犯神有直

接的關係。那是因為歷史上，曾發生過

一個人類聚集起來背叛神的事件，才促

成今天眾多不同言語的產生。那就是巴

別塔的故事，這個事蹟記載在創世記11

李定武／著

章的經文裏。

當初神創造人時，不但賜福給世上

第一對夫妻，也給了他們第一個命令，

那就是：「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

理這地。」（創1: 28）但自從亞當犯罪

以後，人的罪行不斷顯露出來，不但亞

當的兒子、孫子犯罪，到了創世記11
章，人們甚至聯合起來，一同犯更大的

罪。創世記11章4節很清楚地指出人類

墮落的本性—他們如何故意作違背神

命令的事：「他們說︰『來吧！我們要

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

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

上。』」這是人類歷史中首次以一項聯

合行動，抵擋神賜福給全人類的計劃。

創世記11章1-9節這段經文可以分兩

個段落：創11: 1-4節是人的計劃﹔創11:
5-9節是神的行動。在第一個段落中，人

策劃時所說的話顯出人類狂傲的動機，

他們想向神挑戰，為自己揚名；第二段

神的行動則顯出神的恩典。這兩段落彼

此形成一個相對平行的梯形，以第5節為

經文中心（見表1，註1）：「耶和華降

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壹、神以恩典回應人的叛逆─分散

巴別的聚集

創世記11章1-2節給出全段經文的背

景。「天下」一詞原文作「全地」（創

11: 1, 4, 8, 9, 9），共重複5次，是一個鑰

字，代表全世界，以此強調人不良動機

的聯合導致全人類都被罪所污染。第1節

那時，天下人的口音、言語都是一樣。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地

遇見一片平原，就住在那裏。他們彼此商量說︰「來吧！我們要作磚，把磚燒

透了。」他們就拿磚當石頭，又拿石漆當灰泥。他們說︰「來吧！我們要建造

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華說︰「看哪，他們成

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作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作的事，

就沒有不成就的了。我們下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使他們的言語彼此不

通。」於是耶和華使他們從那裏分散在全地上，他們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

為耶和華在那裏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

別（就是「變亂」的意思）。 ─創世記11章1-9節



1），人卻定意違背神的旨意，要聚集造

塔，傳揚自己的名。自人類始祖犯罪以

來，人的行動就盡是錯誤的。

首先，這是人第一次大規模的聯

合，巴別塔事件是人類首次大批聚集抵

擋神的行動。

其次，他們想離開神的祝福，「往東

邊遷移」（創11: 2）。在創世記，「伊甸 
園的東邊」指在神祝福之外，如亞當，

夏娃（創3: 24），也是該隱（創4: 16），

羅得（創13: 11）等人最後的歸宿之地。

此外，故意違抗神的旨意。人的不

願「遍滿全地」表明出他們的心不順服

及傲慢。創世記提醒我們：定居，也就

是長期住在舒適平原，會使人消失遵行

神旨意的心志，失去參與神賜福全人類

計劃的意願。

摩根（註2）論他拉（創11: 31）時

如此說：「開始他的確朝正確的方向遷

移（出吾珥往迦南），但他拉缺少持久

的信心，在半路上停下來，住在哈蘭直

到去世」。「這個有信心的人一直受到

他父親（拿鶴）的影響，帶著地上的牽

掛與他住在哈蘭。」聖經指出一項因果

律：他拉「住在那裏……就死在哈蘭」

（創11: 31-32）。

讓神給他拉的教訓成為我們的警

惕：我們住在那裏，就死在那裏。讓我

們有「遍滿全地」，也就是肯分散，有勇

氣（暫時或正式拔根）離開平常住慣了

的舒適之地，那才是蒙福之道。（註3）
第二，篡奪神的特權。創世記11章

4節下提到：「為要傳揚我們的名。」

這是一項篡奪神權柄的行動，聖經指出

唯獨神才擁有使人揚名的特權！譬如，

亞伯蘭（創12: 2）及大衛（撒下7: 9）
都是謙卑讓神使他們成名的。基督徒當

謹慎，不要有與任何人在罪上聯合的意

念，避免違抗神叫人分散的旨意，因為

違背神旨意的必定受罰。

創世記11章5到9節（見表1，註1），
給出神的恩典行動。神要藉肯相信並順

服祂的人來與祂同工，完成祂施福人類

的計劃。

貳、神以恩典執行祂的計劃─建造

地上的神國

神到底用什麼方法來完成祂的目

的？祂如何回應人的叛逆呢？神用察

看、審判，與救贖這三個動作來表明出

自己是滿有恩典的神。

一，從神的察看，看出恩典─經文焦

點：「要看看」（創11: 5上）

創世記11章5節：「耶和華降臨，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神「要

看看」為的是要向人施恩典，來消除人

性墮落所帶出的惡果，並顯明神恩慈的

屬性。本節是創世記11章1-9節的中心思

想。「要看看」這是神的行動：查詢事

實，賞罰分明。

第一，戲劇性的諷刺。第5節：「耶

和華降臨，要看看……」作者在此用的

是諷刺語氣：人造的塔是如此的低，神

必須「降臨」，為「要看看」這微小的

塔與城。

第二，公義的審判官。「要看看」

也表示神對當時的情況先作個調查，之

後再作審判，神不會不審問就處罰。這

是神作事的模式：先察看、審問後執行

懲罰。

二，從神的審判，看出恩典─「分

散」（創11: 4, 8, 9）三次

神的審判包括：神講話、警告與處

罰，表明出祂是一位憐憫公義的審判

官，滿有恩典。

第一，神警告：人超越了祂所定的

界線。創世記11章6節：「耶和華說：

『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如今

既作起這事來，以後……就沒有不成就

的了。』」創世記11章6節下與創世記

3章22節在語句上是平行的，聖經用相

同的因果律警告人：不要超越神定的界

線！神的憐憫與恩典在此一而再的顯明

出來。

第二，神處罰：人的勢力將被拆

毀。創世記11章7節：「來吧！讓我們下

去，在那裏變亂他們的口音。」作者在

此給出第二個諷刺：相反模倣，神模倣

人的口氣講話。

第三，神審判：變亂語言分散人

類。創世記11章8-9節給出神審判後的最

後結局：「分散」一詞（創11: 4, 8, 9）重

複三次。

首先，神滿有恩典的審判。因為人

的叛逆，神慎重思慮這項人為的建造工

作，所將帶出的災難性的結果：人已經

超越了神允許的極限。這是一項因果

律。所以，神不但給予警告，而且採取

中「一個口音」（希伯來文作「嘴唇」） 
或「一個言語」，意思相同，重複5次
（創11: 1, 6, 7, 7, 9），這表示當時全世

界用的都是同一種語言。作者在此特別

指出，當時的人類是「住」（創11: 2）
在一處，這與神的旨意：「遍滿全地」 
（創1: 28; 9: 1）相違。這些資料提供我們

一個結論：當時人類是靠語言及居住在

一起而合一，他們在示拿地也就是米所

波大米定居下來。他們的錯誤表現在建

造城與塔上：他們企圖聯合住在一處，

建立人的王國。那是個頂撞神的意念。

這群不想分散的人們其墮落本性可

從以下二個所發的罪惡意念表現出來：

一，人想「通天」

創世記11章4節：「他們說：『起

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頂通天……』」「天」是神的居所，

人想「通天」表示他們未經邀請就想去

神的居所，向神的挑戰顯出人的驕傲心

態及作為。為什麼人想通天是一種罪過

呢？

第一，想自己救自己。人類在找尋

自立存在的意義，認為藉人智力與才幹

的聯合，可以尋到救恩。

第二，定意頂撞神。人類希望像亞

當，夏娃一樣，「便如神能……」（創3: 
5）：想「通天」，貪名望，權柄，想

獨立自主，這些都是人罪惡本性的一部

分。這種不服神旨意去「遍滿地面」，

反想藉集體力量強化並榮耀自己的行

動，也是今天這個世界精神的象徵。

1930年代希特勒崛起，模倣當年的

羅馬帝國，想建造他的「德意志第三帝

國」（�e �ird Reich），結果引發第二

次世界大戰。這也是現代人造巴別塔的

一個典型例子。但滿有憐憫的神，要藉

這些人類歷史的事件警戒人，呼籲人：

順從神的旨意，藉基督的恩典去建造神

的國度，這才是人類蒙福之道。

二，人想「揚名」

創世記11章4節又說：「他們說：『來

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為

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

上。』」為什麼建造城和塔是一項錯誤

的行動呢？

第一，動機不良。神叫人「分散」

（「遍滿地面，治理這地」，創1: 28; 9: 



表1. 創11: 1-9，梯形相對平行（註1）

A「全地的口音、言語⋯⋯一樣」（創11: 1）

人的行動（創11: 1-4）

　B「來吧！」十  2個直陳語氣的祈使句（「來吧！」創11: 3）

　　C「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創11: 4上）

　　　D「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創11: 4中）

　　　　E「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創11: 4下）

「耶和華降臨，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創11: 5）經文中心

A'「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一樣的言語」（創11: 6上）

神的回應（創11: 5-9）

　B'「來吧，讓我們下去⋯」（創11: 7上）

　　C'「他們就停工」（創11: 8下）

　　　D'「那城名叫巴別」（創11: 9）

　　　　E'「耶和華⋯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創11: 9下）

行動（創11: 8-9）。神用的方法很簡單，

卻滿了恩典。「變亂」一詞（創11: 7, 9）
重複二次，神變亂語言的行動立即有效

地使人停止他們的活動，同時也達到祂

使人「分散」的目的。這是最有效，且

又仁慈的審判方式。

其次，神滿有恩典的處罰─變亂

口音。神沒有用其他方式─譬如，起

大風吹倒巴別塔，讓石頭跌落壓死所有

的人，來制止人類那既驕傲又渴望自主

的意願。祂所用的處罰方式充滿恩典，

表明出祂憐憫的屬性。

另外，神轉回混亂的恩典。我們可

以應用相對律來表示結束（創11: 9上, 8, 
9中, 9下）與開始（創11: 1, 2下，4下，4
中）的對比，這顯明出神的智慧，恩典

與全權。

創世記11章8-9節的希伯來經文有交

叉平行的結構，指出其中心是9節首句：

「（所以）那城名叫巴別。」巴別代表人

類野心所帶來的「名」—「混亂」。

這是作者的第三個諷刺。人類的歷史就

是在重複這造巴別塔的事件。譬如，希

特勒的「第三帝國」之夢只維持了短暫

的十二年，帶來的結局是自殺及德國的

分割與混亂。這是人類背叛神所得的審

判及教訓，但每一段歷史中卻充滿了神

奇異的恩典。歷史證實：神以恩典回應

人的叛逆—分散人類的聚集；神以恩

典執行祂的計劃—建造地上的神國。

三，從神的救贖，看出恩典─「聚

集」（番3: 19, 20）二次

西番雅書3章19-20節：「那時，我

必……又拯救……聚集……必領你們進

來，聚集你們；我使你們……歸回。」

路加福音19章10節：「人子來，為要

尋找拯救失喪的人。」神的宣教策略就

是分散與聚集；分散是為了救贖。這是

神救贖的恩典：基督道成肉身，完成救

贖，藉人類的分散使世人聽到福音，生

命得以更新；同時又讓信祂的人，聚集

在祂的教會中，接受裝備、建造神國。

這是眾先知的信息，這正是主耶穌的大

使命（太28: 18-20）！

神是全權的神，掌握歷史的主。感

謝主，一九七九年尼克森總統訪中國絕

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卻是一件神掌權之

下的歷史性行動：「鐵幕」被打開了，

使原本聚集在內的華人，得以出圍牆向

全球分散。今日在歐洲及世界各地都有

大批的中國移民，因分散各地而接觸到

基督教的信仰，生命得到改變。神讓他

們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得以聽到福音，

蒙恩得救，聚集在基督的教會中。這就

是巴別塔事件所帶來的意義，神分散人

類的目的。

我們當如何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上？

信徒當謹防按肉體的罪性聚集，作任何

聯合性的行動；不要專注在「住」上

面；要分散，作主的見證，遍滿全地作

神賜福全人類計劃的參與者！

神分散巴別的居民為的是在地上建

造祂的神國。他的方法有二：第一，神

以恩典回應人的叛逆─分散巴別的聚

集；與第二，神以恩典執行祂的計劃

─建造地上的神國。神如此作因為，

首先，人聯合造塔的罪行；為了警告人

類：違背神旨意的必受罰；其次，神分

散人類的恩典，順服神應許的必蒙福。

人類從巴別的事件得到一個教訓：神要

制服背叛祂的驕傲人，拒絕順服的將被

分散。

本故事的焦點在於全地及語言：第

一，開始時是一個語言（創11: 1）；結 
束時是不和諧混亂的語言將他們分開

了；第二，開始時人類要留名；結束時

他們只得到一個名—就是巴別，就是

混亂—反應出背叛神，這位充滿恩典

的審判官所得到的結果；與第三，人類

最大的恐懼：團結之地變成分散之地；

從那裏他們想要集中，從那裏他們就被

神分散。這是個諷刺！

儘管人類驕傲的悖逆神，神的旨意

仍然成就。巴別塔的故事所帶給我們的

信息是：神分散人類為傳揚福音，人當

領神恩典遍滿全地。神藉基督呼召分散

各地相信祂兒子的人，並聚集他們在神

的教會中。神的宣教策略就是分散與聚

集。

信徒不當為追求安逸的生活而違背

神叫我們「出去」的吩咐—人住在那

裏長久，就死在那裏（註3）—當在生

活中實踐基督的大使命（太28: 18-20）： 
順服神的命令「出去」，宣揚基督的福

音，作一位神恩典的傳遞者！讓我們為

主而活、與主同工、要去，使萬民作主

的門徒，好等待、迎接恩主基督的再

來！ 

（本文收於＜更新講台＞錄音C122, 神的
創造與祝福──創世記選讀（三），第

6卷，歡迎選購收聽，www.crmnj.org美國
新澤西州，更新傳道會）

註1:  Bruce K. Waltke with C. J. Fredricks, 
Genesis, A Commentary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1)（更新傳道會即
將出版）。

註2:  康培．摩根著，謝素行／李張美霽
合譯《摩根靈修亮光叢書──默想

五經歷史書》（美國新澤西州：更

新傳道會，2002年），創世記第11
章，第11頁。

註3:  鄺炳釗〈出去．蒙福的渠道──從
上下文解經原則看蒙福（經文：創

11: 1-9）〉《華傳路第二十期，1998
年11-12月》（美國加州：華傳），
第12-15頁。



被老虎作弄是何等駭人的事！貓捉老鼠也可算是個具體而

微的例子。

那天當我瞥見一隻貓在捉老鼠時，竟有意助紂為虐，眼見

老鼠從貓爪下竄入草叢中，結果還是被拖了出來逼入死角，我

興奮得很。

面對著虎視眈眈的敵人，那隻老鼠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只

見它混身戰慄、恐懼萬分，而那隻如虎之貓正以彎弓之姿向它

逼近。這是何等叫人心寒的絕境—沒有慈悲、沒有生路，無

論往哪裏逃，它總是等在那裏，肌肉聳動、沉沉咆哮。

我曾是那隻老鼠，我曾經歷過同樣的恐懼、挫折與絕望。

或許你也有同樣經歷—那個理智的、向上的你，卻每次都被

暴怒這隻老虎逼得無處可遁！

是的，在我們每一個人裏面，都多多少少有隻老虎在。

但是，若任憑老虎妄為，任其獸性大發到狂暴的地步，那

會引起何等可怕的後果呢？

誰能洞悉那個在內心深處蠢蠢欲動的怪物？誰能看穿它的

大小、它的力量及它的摧毀性？

不錯，我們沒有人能知道自己的蠻力到底有幾許，沒有人

能測度自己的軟弱，更沒有人了解我們所發的一陣狂暴會帶來

何種不良的後果。

即使受過警告，又有誰會相信？肯把自己牢牢護住，不讓

內在的敵人有隙可乘？

第一個發現這種仇恨爆炸力的人名叫該隱，他也是第一個

誕生在這個世上的人。

該隱的仇恨是源於嫉妒，嫉妒導致憤怒，憤怒導致惱恨，

惱恨終究釀成屠殺的慘劇。這個故事是記載在最古老的一本

書—聖經裏。

「該隱就大大的發怒，變了臉色。耶和華對該隱說︰『你

為什麼發怒呢？你為什麼變了臉色呢？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

納？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門前；他必戀慕你，你卻要制伏

他。』」（創4: 6-7）
這是被生在世上的人與神之間的頭一次對話，這段對話居

然是警戒。

這種潛藏的邪惡何以存在？又是來自何方？

人在心中積藏怒氣，最後就會在鏡中見到一張虎面，猙獰

地盯著自己。當周圍的事情總出毛病的時候，你會聽見老虎的

低吼逐漸變成咆哮。

每當你覺察到它正蠢蠢欲動時，你會想迅速地趕它回籠裏

去—「噓！乖貓，回去！回去！」不幸得很，它可不那麼輕

易就範，怎麼辦呢？

說得好聽點就叫它「脾氣」吧！有個年輕人告訴我說：

「唉！我的脾氣發起來很難控制的，簡直跟我老子一模一樣，

所以啊，有什麼辦法呢？生來就是這樣的嘛！」

他或許是受了父親的影響，但這絕不是從那X基因來的。

醫生已經證實：一個人若經常怒氣沖沖絕非因為先天不足，乃

是因為後天失調。而且一般而言，男人比女人來得易怒，統計

起來，一個男人每週平均發6次脾氣，女人只有3次。（而女人

通常是對人而怒，男人則是對事情發怒，譬如汽車爆了胎、剃

鬍刀片鈍了等等。）根據美國的調查：專業人員，如醫生、律

師、牧師等，最不率爾動怒，其次是農人，再其次是生意人、

技術人員。最容易發脾氣的，似乎要算是坐辦公桌的人及勞工

階級了。

韓德森醫生（Dr. John Henderson）說：「小心飯前半小

時，那時一方面飢腸轆轆，一方面身體裏的血糖含量低，會使

一個人的神經系統異常敏感，發脾氣較難避免。」

換言之，如果人家血糖正低，你最好以甜言蜜語相迎。這

也如箴言所說：「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語暴戾，觸動怒

氣。」（箴15: 1）
不錯，當別人怒氣沖沖時，我們能夠頭腦清醒，但是，輪

到自己怒火中燒時，又該怎麼辦呢？又有誰不相信暴怒傷人傷

己呢？又有誰不知道肝火一上升，什麼頭腦、什麼理智都付諸

東流了呢？

或者，有人只因為自己理虧而惱羞成怒，但印度聖雄甘地

說：「理直氣自壯；理屈氣自虧。」

羅馬尼祿王的老師賽內卡（Seneca）則說：「發不了怒的

人是懦夫；不輕易動怒的人是智者。」

換言之，自制才是上策。這道理不難了解，為什麼呢？因

為我們往往不是「一怒了之」，待發過脾氣，神智恢復後，就

會緊接著對自己生氣了。

沒有事情比既惱人又惱己更可惱的了，心存苦毒，害死的

往往是自己而非他人。

不久前，有個人去乘火車，原來他買的是普通座票，卻信

步踏入特別座車廂，且將錯就錯地坐了下來，絲毫不覺得有什

麼不對勁。

查票員來了，這一發現非同小可，連叱帶喝地把他逐出特

別座車廂，這人竟乖乖地起身離開，旁邊坐的一位乘客看不過

去，就忿忿不平地問：「喂！你怎麼不饗以老拳呢？至少也該

把他告到上面去啊！」

這人卻平靜地回答：「是嗎？我倒覺得像他這樣的人能夠

忍受自己一輩子，那我忍受他兩分鐘又算什麼呢？」

有句話說得好：「發脾氣不啻是因著他人的過錯來懲罰自

己。」

與虎同室
  ─制服脾氣有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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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氣更傷身體。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海瑞斯博士（Dr. 
Willard Harris)）如此寫道：「脾氣和心臟病是脫不了關係的，

因為人發怒時，心跳必定加快，呼吸次數也會增多。」

但真正嚴重的是動輒暴跳如雷，這種個性會使人自絕於社

會、自絕於理智，更會攔阻一個信徒靈命的成長。故此，脾氣

實在是一種懦弱而非堅強的表現。

這種理論早就被心理學家說穿了，火爆脾氣就是幼稚病，

大多數人無法完全擺脫這種不健全的心理狀態，也有些人甚至

連試都不願意試。

讓我們面對現實：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但也別以此作為

發脾氣的藉口。

脾氣之為害，在於它是一觸即發的憤怒，發作時就免不了

意氣用事，即使動機不錯，也會被這種一時的衝動給破壞無遺

了。所以雅各說：「但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慢慢的說、慢慢

的動怒；因為人的怒氣，並不成就神的義。」（雅1: 19-20）
箴言亦教導說：

「輕易發怒的行事愚妄……不輕易發怒的大有聰明，性情

暴躁的大顯愚妄。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箴14: 17; 29-30）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治服己心的強如取城。」（箴

16: 32）
針對怒氣，要有以下的了解：

一、要慢慢動怒，不讓它一下子爆發出來。另選一個機會

來解決糾紛或誤解，那時，你頭腦清醒、理智恢復，就可以好

好處理事情了。

二、不要讓憤怒漫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在內心積仇蓄恨

是最最要不得的，發脾氣有時還可說是在所難免，但懷怨就絕

不可原諒了。要順從聖經之智言：「不可含怒到日落。」更

千萬別把它壓入你的下意識，以為睡一覺便可了之，沒那麼簡

準，你必須要每天清除它。

三、要學習坦誠、敞開地面對自己的憤怒—去和你的

「對頭」把事情搞定。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怨」，這樣做

未免太划不來了。何不學習虛心而誠懇地當面解決它？

四、仔細檢討當時發怒的情況—問問自己究竟是什麼惹

動了你？要預防發怒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自我了解。另一方

面，也要盡量去了解對方，且要試著去了解當時的情況究竟是

怎麼回事。往往事情從表面上來看是一回事，實質上又是另外

一回事。

諸如此類的原則都能使你化戾氣為祥和。但我們不得不承

認，每個人的內心總是有敵意存在，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人之

初，性本惡」的表現。

不錯，我們生來便如此，大難臨頭之際，若不是拚死一

戰，就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如果是拚死一戰，心中的敵意自

然會藉「怒髮衝冠」表露無遺。

不錯，我們都有怒髮衝冠的時候，這種時候不但人家不好

過，最不好過的還是自己。

那麼要怎樣與怒氣共處呢？

要知道仇視、敵意是一種疾病，一方面它是隱而不現的，

另一方面它又是一觸即發的，有人喜歡用無理取鬧來一遂己

願，有些本來靠合作、讓步或諒解可以解決的問題，他偏偏要

以濫發脾氣來要脅。

這種病態的怒氣需要靠醫生、牧師或心理輔導幫助，所以

當你發覺自己總是這裏不對勁、那裏不對勁的時候，最好去求

助，千萬不要企圖把恨意「打入冷宮」，這樣不但解決不了問

題，反會導致嚴峻冷酷的個性。更糟糕的是，過度的壓抑可能

造成一個人精神崩潰。

壓抑是不健康的、亂發脾氣又是危險的，那麼，在兩害相

權之下，該取何者呢？

所幸，我們有第三條路可走—坦白承認自己的怒氣。首

先，你得清醒地反省，向神、向人致歉。誠實的自省是幫助自

己得釋放的第一步。聖經說：「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

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雅5: 16）
坦承怒氣並非咬牙切齒的「招供」。其實，僅僅表面或口

頭上的承認並沒有用，最要緊的是，認清自己的內在，因為怒

氣與敵意滲透人心的程度往往比我們口頭肯承認的深許多。

許多時候，我們的憤怒是長年累月積蓄起來的。對某些人

來說，不快樂的童年、不健全的青年成長期，都是構成他不健

全個性的原因。一有機會，這些積蓄多年的憤怒就會傾發在他

人身上。

我們個性深處有許多隱而未現的成因，這些尚未燃著的煤

屑很可能當壓力增大時，會突然地點著起來。在它尚未爆發之

前，沒有人知道自己心中究竟積蓄了多少憤怒。

如果我們要真想與自己、與他人和好，這種「憤恨發炎

症」就必須予以清除。與其一輩子在撲滅蒼蠅上花時間，不如

趁早把蠅卵一網打盡。

在神面前，在能夠體諒你的弟兄面前坦誠佈公，會使你豁

然開通，讓神從深處治療你—這是根本的治療法，當你明瞭

無論自己多壞，神都依然能接納你時，神就已經開始用祂的愛

在作醫治的工作了。事實上，仇恨根源於缺乏愛或是付出的愛

遭到拒絕，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以愛將這空缺填滿—以神

的愛。神付出了無比的、永恆的愛，要來充滿敞開的心靈，來

醫治傷口。

除了肯定神的愛之外，你還得看聖經，將之反覆咀嚼、消

化、吸收，並把「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

的」種種教訓背誦下來（參腓4: 8），這些神的話語就是「消炎

藥」。

總而言之，（一）學會面對自己的憤恨，不要壓抑，也不

要濫發脾氣，（二）向神敞開—向祂的愛、祂的真理、祂的

話語，敞開你的心門，讓祂用愛來掌管、清滌你的內心深處。

不過，神尊重你，祂只肯醫治你容許祂醫治的部分，所以你必

須與祂合作。

你還記得那隻老虎嗎？它是可以馴服的。

你是那個養虎之人，但你也是那隻老虎。 神並沒有說要替

你把老虎宰掉，但祂卻能賜你力量去馴服它。先下手為強，便

可免去災殃。神已經供給你與自己的私慾、恨意和平共處的妙

方。順服神，那個真正的你、照祂形像所造的你，才能因此活

過來，這個巨大的改變，就是基督所說的新生，不只是新的生

命，且是極豐盛的生命。 

（本文節錄自「寬恕與自由」第6章，更新傳道會出版。全書167
頁，每本台幣140元，郵費另計。歡迎上網訂購www.crmn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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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服脾氣有妙方！



基督徒成長的祕訣—尋道	信道	明道	行道

優惠日期：10-12月底止
兩種選擇　單一特價 每本一律	台幣 $1400

(郵費另計)

[硬面精裝本　原價	$1750 /皮面豪華本　原價	$2100]

台灣更新傳道會更新書房  地址：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18號二樓

電話：(02)2673-3600   傳真：(02)2673-9801   電郵：crmtaiwan7@gmail.com   郵政劃撥：13913941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更新傳道會

購買此書的讀者，通常也會考慮購買以下諸書：

  簡介清楚扼要

每卷書前有單獨的簡介

和年代表，幫助讀者

認識各書主題、

人物與大事。

  題解正確可靠

精選6,000個有關解經、神學與應用的問題，
答案分列在經文兩旁。

  讀經計劃表

幫助讀者建立有系統的讀經習慣。

  雙色地圖100張

分布全書內文，幫助了解各段經文的地理背景。

  輔助資料豐富

字典索引，彩色年代表，彩色地圖，

                                        新舊約度量衡表等。

  專題論文200篇

針對最常問與最具爭議性的問題，

提供詳盡權威的答案。（見另頁）

  更新版和合本經文

採用新標點、新分段、

新分段標題、平行經文；

原文譯註；

詩體部分特別分段排列，

顯出希伯來詩體風格。

1  1  

2  2  7  7  讀經計劃表7讀經計劃表

5  5  

6  6  

4  4  

3  3  

我的書架上已有好幾本聖經，為何還要再多買一本《尋道本》？

因《尋道本》自用送人兩相宜！慕道友讀得有趣，老信徒帶查經不怕人問難題！



[傳道事工]
◆ 感謝神的恩典，陸蘇河教授的傑作

《三問讀經法》自今年五月問世以來，

深獲好評，至今已經3刷。更新總幹事

李定武牧師也利用八月至十月期間在美

國，巴黎及遠東地區傳道的機會全力推

介此書，講解如何用《三問法》掌握住

一段經文的真義。面對二十一世紀後現

代潮流的衝擊，教會講台與信徒靈命的

膚淺，希望《三問讀經法》能成為神所

用的一個有效工具。

◆九月17至十月3日期間，在更新遠東區

事工負責同工黃珍輝姊妹的安排下，北

美更新總會的李定武夫婦，開始一連串

的巡迴傳道之旅。藉著講習班，講台及

更新書籍的介紹，一共拜訪了遠東六個

城市，領了十二堂聚會，包括兩個為期

兩天的〈釋經講道研習會〉。

李牧師藉著傳講〈如何設計釋經講道〉

及〈更新研經之路〉，並介紹「三七九

原則」：《三問讀經法》（3問），《何 
家偵探》（7何）及《結構律》（9律）。

教導大家如何讀經。李師母教導大家使

用〈歸納法查經〉，並介紹大家使用更

新傳道會出版的兩類工具書：《漁夫查

經系列》（共48本），及《尋道本聖

經》，以及提供小組長帶領團契查經的

種種心得，希望幫助各教會信徒能藉著

小組查經一同在主裏成長。

◆更新傳道會的事工除了提供講台服事

外，也藉著舉辦讀經營及門徒訓練事工

為眾教會培育屬靈人才，但這類事工需

要長時間與金錢上的投資。目前我們正

在進行與即將進行的訓練，包括：

◆台灣更新弟兄讀經營

台灣更新弟兄讀經營已決定在2014年4月
25-27日在高雄近郊的營地舉行，主題是

〈約瑟，一個美麗的生命〉，講員有蘇

桂村牧師，李定武牧師與更新認證的聖

經老師王琨弟兄。請大家告訴大家！

◆門徒訓練

有近十年豐富經驗的更新門訓同工周德

威傳道，目前在北卡州三間華人教會中

作門訓，請代禱（詳見本期「更新同工

腳蹤」）。

◆〈信徒領袖訓練〉是更新透過美國匹

茲堡歐克蘭華人教會的許仰興長老，根

據舊約尼希米記歸納出的一系列平信徒

領袖訓練與品格塑造原則。今年曾舉辦

兩次：三月2日曾在芝加哥芝北華人基督

教會南湖分堂舉行，九月28日又在美南

喬治亞州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北堂舉

行，有74位參加訓練，包括多位從佛羅

里達，田納西等州的人來參加。求神繼

續使用這項獨特的訓練，信徒經過這類

裝備後可進一步參與門訓、差傳及植堂

等服事。

[宣教事工]
◆ 自從今春新加坡更新傳道會總幹事

余達富牧師，與緬甸更新傳道會總幹事

央正義牧師，來北美訪問以後，不少弟

兄姊妹對他們異象的分享有回應，帶出

今秋兩個短宣隊前往緬北觀摩訪問。第

一隊由加州中華歸主海沃教會的葉耿齊

牧師、師母帶領在九月中出發；葉牧師

不但平安返回，也開始在教會中推動關

懷緬北孤兒認養和傳道人儲備訓練的支

持，求神繼續帶領。第二隊由北卡州夏

樂市華人浸信會的何蓓蓓姊妹領隊於十

月中前往。第二隊共7人，分別由各地

前往緬北，相信他們的事奉與謙卑的服

事心態將成為當地的祝福。團隊中的張

儀楨姊妹出發前，忙於製作更新福音小

冊《福音橋》的簡體／緬文版，希望能

盡快出版用來訓練更新緬北的同工向緬

甸人傳福音。第二個團隊的成員組成正

是天國的縮影：除了來自美國的三位姊

妹外，另有一位韓國牧師，一位盲人信

徒及一些對服事少數民族有負擔的弟兄

們。我們希望藉著這次的觀摩短宣，進

一步了解在緬北發展盲啞、痲瘋病人事

工的可能性。請代禱。

◆請繼續為更新緬北更新農場所需的購

地需要代禱並奉獻，此外，為了事工的

需要，我們急需購買一部約2.5萬美金

的小貨車，求神帶領讓更新的緬北事工

有一日能達到自養、自傳的地步。您若

有負擔可連絡北美，台灣及新加坡各地

的更新辦公室，或直接在網上奉獻www.
crmnj.org。
[文字事工]
◆最近更新出版了一套四本輔導小冊 

（英文版由美費城聖經輔導學院出版）：

《單親父母情》、《家有易怒兒》、《注

意力缺乏症》及《亞斯伯格症》，除了

自習外，這些都是很好的小組討論參考

資料，歡迎大家訂購。

[更新學院]
◆ 更新學院新澤西州的秋季班將在十

一月8-10日教〈以西結書解經〉，由南

卡哥倫比亞聖經神學研究院的舊約陸蘇

河教授講授；明年三月28-30日由黃子

嘉牧師講授〈羅馬書解經〉。在喬治亞

州十二月27-29日有林慈信牧師教〈系

統神學〉，明年五月16-18日陸蘇河教

授教〈聖經靈界論〉。歡迎大家把握機

會選課。感謝神的恩典，自2000年開課

以來，已有14位更新學院校友的學分經

哥倫比亞神學院認可後，轉入深造後畢

業，目前都在各個不同的工場服事，可

見更新學院老師們多年來的勞苦不是徒

然的。

[同工消息]
◆ 在更新服事多年的同工，更新書房

經理葉百山弟兄於九月請假離職，回家

照顧家中的第一個孫女！我們衷心的祝

賀他們夫婦，同時也非常感謝他過去忠

心的服事。葉弟兄除了管理更新書房

外，也曾負責代表更新前往Ohio州R. R. 
Donnelley & Sons 印刷第一批簡體版《更

新版研讀本聖經》，日後他會幫忙在家

處理一些與更新學院有關的事工，願神

繼續賜福他們全家。

◆歡迎譚慧嫦姊妹（Acgla Tsui）正式加

入更新團隊的大家庭，參與更新書房的

服事，經過葉百山弟兄一個多月來有條

理的帶領，譚姊妹已很熟練更新書房各

層面複雜的事奉，相信神會繼續帶領並

賜下足夠恩典，使北美更新書房更上一

層樓。

[同工腳蹤]
北美地區

◇李定武牧師

十月

 4-10日 台灣地區事工

 5日 台北改革宗神學院〈更新研經 
  之路〉講座

 7日 台灣更新傳道會董事會

 17日 新澤西州華人福音會

◇周德威傳道

九月1日至十一月24日
  北卡州洛麗華人基督教會

  （主日門訓）

九月8日至十二月22日
  北卡州洛麗中華浸信會

  （主日門訓）

十月25日至十一月26日
  北卡州夏樂市華人浸信會

  （週五晚及週六下午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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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劃順序〕

今年夏天，我和外子有三週的時間在法國

閒逛，這該算是神要我們這兩個工作狂休息休

息賜我們的禮物吧！

即使走遍大半個地球，我也很少看到一個

國家像法國這麼得天獨厚的。她三面臨海，美

麗的沙灘供人躺著曬太陽，沒有沙灘的岩岸就

出產鮮美的魚蝦供人享受（如果你不在意那些

貴得嚇人的價格！）。她的東面不是高峻的阿

爾卑斯山，就是不會舉兵侵略她的小國家。離

開海岸和峻嶺則是一片片肥沃的農地。再加上

沒有被汙染的天空，雖是八月，但春風和煦，

微笑的太陽普照大地，令我們這兩個鄉巴佬幾

乎誤以為踏入天堂。與我們中國那片土地比起

來，法國何其蒙神厚愛。

但地上豈真有天堂？

從西方近代史來看，法國曾是十八世紀世

界級的強國。即使到了今天，幾世紀前建在這

片土地上的豪華古堡、皇宮和修剪整齊，設計

非凡的庭院，和築有運河的皇家後花園，都還

在見證她過去那段光輝榮耀的歷史。

然而，一國的光輝再耀眼也不過好似過眼

雲煙，法國的軍事與文化在十八世紀達到顛

峰，但皇家的奢侈，及為爭霸而與周圍歐洲

其他國家打不完的仗，弄得國債高築，民不

聊生。等到被壓到喘不過氣來的平民起來反

抗，導致法國大革命的發生時，皇室中許多

人無論有罪無罪都逃不過上斷頭台的命運。

路易十六的妻子，皇后瑪麗‧安團霓（Marie 
Antoinette）被送上斷頭台的罪名據說是，當
巴黎的家庭主婦買不到麵包時，她問為什麼不

吃蛋糕（雖然歷史證明並非如此）。混亂多年

後，革命的風波總算平定下來。但在無政府狀

態下生活的人民，依然想念有皇帝的日子，這

才使拿破崙得以趁機崛起。

俗語說：十年風水輪流轉，十年河東，十

年河西。從歷史的角度著眼，神給每個國家都

有興盛的機會。十五世紀時小小的荷蘭佔領過

全世界2/5的土地；十六世紀的西班牙艦隊所
向無敵；十九世紀的英國成為日不落帝國；二

次大戰期間的日本差一點就吞下整個東南亞；

戰後的美國稱雄世界直到今日。每個國家似乎

都能藉武力發展自己的影響力與領土，但不論

一個國家如何興盛，最後仍不免式微。這些在

過去歷史上一度十分風光的殖民強國，如今正

被由當年殖民地遷來的移民潮所困，而當年藉

著搜刮殖民地所發的財，如今好像又一點一滴

地都還給了那些前來的殖民地後代。

看來強勢帶來腐敗，腐敗帶來式微。國家

如此，個人也如此，但帶有罪性的人類好像永

遠不知道如何由歷史學教訓。有一次，我有機

會遇到一位天安門的民運領袖，當年他可是個

非常神氣的人物。我見他來美國後信主了，就

和他開玩笑說，如果民運成功你一定是個我們

沒資格見到的高官，他竟然搖搖頭說：「對，

但我到時候一定也是貪官一個！但感謝主，我

出國而且信主，我的下半生也從此不同了。」

我望著他，心想這麼有自知之明的人可真難得， 
真該好好帶他讀聖經，下半生能被主所用。

是的，求神讓我們都有自知之明：博士能

不因學位誇口；擁有舒適美屋的，願顧念生活

上有需要的家庭；孩子有可誇成就的父母，願

意出錢出力幫助那些沒有學習機會的青少年；

有豐富資源的教會與機構，願顧念那些為神國

勞苦卻常有缺乏的同路人。

但這種自知之明的智慧只有從神而來，所

羅門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愚妄人

藐視智慧和訓誨。」他又鼓勵我們：「不可依

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

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3: 6-7）一個擁有 
神賜極大智慧聰明和廣大的心的智者（神說他

的智慧勝過萬人！王上4: 29-34），一位不但
能管理如海沙一般多的百姓，還能作箴言，寫

詩，又懂得植物學，動物學的智者，卻勸我們

這些無法與他相提並論的小老百姓，「不可依

靠自己的聰明」，這才是真正的智慧！我們需

要的就是這樣的智慧，我們的國家領袖也需要

這樣的智慧，就讓我們不要忘記，每天為得到

它，好好為自己、也為自己的國家禱告吧！ 

〈尋刊啟事〉

時間快速飛過，一轉眼更新月刊也出版了35年，最近整理檔案時，發現少了下面兩
期的更新月刊，您若有收集，可以借給我們影印或影印給我們留檔嗎？

�第一卷第四期 一九七九年三月〈第一個復活節〉

�第五卷第二期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約書亞的榜樣〉

若肯慷慨出借（一定有借有還！），更新會送你一本李定武牧師的大作《獻身─

由委身到傳道》，還有他的親筆簽名喔！
更新月刊老編拜託

〈停刊啟事〉親愛的台灣更新月刊讀者平安：

知道每天您都會收到不少的印刷品，相信發行了二十四年的台灣更新月刊也是其中之一，身為

更新讀者，希望您由其上的信息得到幫助。這二十多年來，更新傳道會在台辛苦經營，經常處

於入不傅出的經濟情況下，近來一方面由於各地郵費的高漲，再加上電子通訊的發達，我們決

定自民國103年（2014年）一月起，不再發行紙版的更新月刊，全改為電子版。請儘快告知您的電
子信箱，希望不會為您帶來不便。當然減少發行紙版的更新月刊，也等於少砍一些樹，算是更

新對環保的一點貢獻。希望日後繼續透過更新網站www.crmnj.org與彼此的電子郵件，保持聯絡。
更新月刊老編拜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