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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真屬靈？基督教的信仰究竟有

多真實？基督所完成的工作對我們今生

的生活具何影響？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

我們又該如何把它行出來？（註一）這

是當年七○年代一位衛道學家，法蘭西

斯‧薛福問當時基督徒的一個問題─

我們當如何活？四十年後這個問題對今

天的教會依舊帶來挑戰。

當然，今天的華人教會比四十年前

李定武／著

的教會面臨了更多新的挑戰，與人的生

理一樣，教會也會進入中年，面對不得

已的中年危機。今天北美華人移民人

數增長許多，今天的美國也比四十年前

變得更加多元化，新移民為美國社會帶

來許多文化上的新包袱，新挑戰，但與

此同時也給今天的華人教會帶出新的使

命！

但羅馬書14章7-8節對神兒女的要求

是不會因時代的變遷而改變的。無論生

活在哪個時代，信徒都需要面對如何為

主而活的生活，若這是事實，那麼教會

當如何預備自己的會眾為主而活呢？

什麼是教會應盡的責任呢？

壹、神的兒女當為主而活

神的兒女學習如何為主而活，其實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

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羅馬書14章7-8節



與流出去的一樣多。

基督徒為了愛神和愛弟兄姊妹們，

在運用我們自由這件事上，當要有限

制。這是神藉衪兒子為我們買回的自

由，是一件寶貴的禮物，不是我們按自

己的意思，而是按神的要求來運用我們

的自由，那就是為主而活！

以上是教會的責任，而什麼又是神

兒女對神應盡的責任呢？屬神的兒女有

兩項責任：一是榮耀神，二是討祂的喜

悅。首先我們要了解何謂榮耀神：

貳、榮耀神乃是不與神爭

一、神對人所訂的目標

神造人的目的是希望人能榮耀神，

並以祂為樂。1647年的西敏斯特小要理
問答（共107條）就是這樣告訴我們： 
「人的主要目的就是榮耀神，並永遠以

祂為樂。」保羅也在哥林多前書10章31
節提醒我們：「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

論作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榮耀

神乃是神對所有信徒一項公開的呼召。

若要榮耀神，我們必須先了解基督徒生

活的本質─在世活出神國的生活。

二、基督徒生活的本質─過神國的

生活

今天有許多基督徒只有到星期天去

教會時才像個基督徒，在平時與非信徒

過的日子沒有不同。為什麼？一方面，

很可能是因為教會沒有教導他們神國度

的觀念；另一方面是因為，信徒自己沒

有盡上責任，追求過神國的生活，也沒

有想要為榮耀神而活。

什麼是神的國？首先，神的國不只

出現在我們所熟悉的教會四面牆內，雖

然那該是必要條件。神的國是與彌賽亞

耶穌同來的，它是普世性的，是一個關

係性的實體─人只要肯藉著信靠、悔

改並表現出新的順服精神，來肯定耶穌

在他身上的主權─那裏就有神的國。

當神的兒女活出神國的生活時，神的榮

耀就能彰顯出來了。

神榮耀的彰顯使人願將榮耀歸給

祂。論到神的榮耀，許多基督徒對此都

有所誤解。神的榮耀不是指向祂神聖的

自我主義，而是指向神的愛。此目標是

兩面，兩階段的關係：說得準確，它乃

是雙方面的關聯：

一方面，神在祂啟示性的作為中，

向人與天使揭示出浩大的榮耀；另一方

面，人與天使為他們所看見、所領受

的，憑著感激而將一切的榮耀歸給神。

在這種互動的關聯中，神所造有理性的

受造物所應進入，和墮落的人類在蒙拯

救後所要進入之那種愛的分享，都將得

以實現。這種看見了神的榮耀，而將榮

耀歸祂的來回關係，是人性衷心真實的

滿足；它也給人、給神帶來至極的喜

樂。（註三）

三、學基督榮耀神

羅馬書15章3節：「因為基督也不
求自己的喜悅，如經上所記：『辱罵你

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這句話引

自詩篇69篇9節：「因我為你的殿心裏
焦急，如同火燒，並且辱罵你人的辱罵

都落在我身上。」七十士譯本將此詩節

譯之如下：「為了你的殿的這種熱心，

將要（未來式）把我燒滅了。「燒滅」

表示全然委身，詩人在此預指主耶穌 
「衪的死」而言，指出耶穌願意為我們

向神獻上祂的身體，並不是指物質的聖

殿而言。我們也當效法耶穌，帶著焦急

的心，願將自己獻給主使用。

是的，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效法

基督委身過神國的生活：

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是不與神爭榮

耀，而是學基督。換句話說，基督徒的

生命不是他自己的，我們或活或死全然

屬於主，惟獨神是我們如何過此一生的

裁判者。我們當如何效法呢？

第一，基督全然委身上了十字架，

只想到神的榮耀；我們也要效法如此向

神委身。

第二，基督衷心盼望神國度的擴

張，甚至因專注於這個目標，把自己的

一切都忘掉了；我們也當全心投入促使

神國擴張的服事，甚至忘了自己今生的

利益。

第三，基督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表

白了祂的心態：「不要從我的意思，只

要從你的意思。」願我們在過屬世的年

日時，也能向神說：「不要從我的意

思，只要從你的意思。」

什麼是榮耀神的方式？榮耀神的

方式並不只限於我們每週教會生活的 
範圍，而是應全面性的表現在生活各 
方面：

與教會的教導很有關係：

一、教會必須教導人需要重生（約14: 
6）
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必須由重生開

始！這是主耶穌的要求，耶穌說：「若

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無

論是對總統、教授、公務員、生意人，

或是流浪漢，耶穌基督都親口說明，要

接受祂為惟一得救的道路。

二、教會必須教導信徒活出豐盛的生命

（約10: 10）
教會需要鼓勵信徒實踐神的這個應

許─得豐盛的生命。一個擁有豐盛生

命的基督徒，可以透過他個人愛神與愛

人的表現來證明。換句話說，一個真正

重生後的人不可隨心所欲的過日子，而

是要靠神的恩典，根據馬太福音和出

埃及記十誡的最高潮─第十誡（註

二），活出最大的誡命所能彰顯出來的

生命力：

＊ 馬太福音22章37，39節說：「你
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

人如己』。」 
＊ 出埃及記20章17節說：「不可貪
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

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

的。」

前者是神要求祂兒女能在生活中表

現出正面的愛，後者是神要求祂的兒女

謹防心中的貪戀。

三、教會必須教導信徒如何向罪死、

向神活

這不是一條消極的命令，而是生活

上一項積極的操練。教會應當藉著推動

門徒訓練，來操練信徒彼此幫助周圍基

督徒朋友靈命的成長。更新傳道會過去

三十年來所提供給華人教會的兩項有效

的門訓材料：《聖徒裝備》及《豐盛生

命》，如今仍一直在世界各地華人教會

中，一代傳一代的被使用中，就可以證

明教會需要從事一對一的門徒訓練。教

會若不從事一對一的門徒訓練，其後果

不是傳道人忙得喘不過氣來，就是教會

的前門大開，後門也大開─進來的人



＊ 我與主的關係以及與別人的關係
如何？

＊ 我每時所說所行能表現出神國的
價值觀嗎？

＊ 即使不蒙人稱許，我也肯好好運
用神所賜下的恩賜，天分，機會

嗎？

＊ 我能在逆境中忍受苦難，並活出
見證嗎？

＊ 我懂得如何尋求神的旨意，並肯
順服嗎？

榮耀神的方式有千百種，但需要我

們細心尋找，並跟著去做，而且神在暗

中察看，有心去行的人必能在明處得神

的獎賞。

參、討神喜悅乃是不與人爭

羅馬書15章1-3節說：「我們堅固的
人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

的喜悅。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

他得益處，建立德行。因為基督也不求

自己的喜悅⋯⋯」

一、基督徒的本分─神對信徒個人

的呼召

約翰福音8章29節：「那差我來的，
是與我同在；祂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

裏，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悅的事。」

信徒的人生應以效法基督，凡事上

討神的喜悅為目標。

二、如何討神的喜悅？

1. 學習讚美神：

＊ 詩篇69章30-31節：「我要以詩歌
讚美神的名，以感謝稱他為大。

這便叫耶和華喜悅，勝似獻牛，

或是獻有角有蹄的公牛。」我們

的讚美不當只在聚會時，也當在

每天的生活裏。

2. 學習讓自己的信心增長：

＊ 希伯來書11章6節：「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

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

賜那尋求他的人。」這是神對我

們的基本要求，也是神立基督為

我們的中保所立下恩典之約的條

件。信心的增長不可能一步登

天，但卻要像華爾街的股票曲

線，每天可能有上有下，但由長

期的表現來看，卻是往上走的！

3. 學習順服的功課：

＊ 約翰福音8章2 8 - 2 9節：「並且
知道我沒有一件事是憑著自己

作的⋯⋯乃是照著父所教訓我

的⋯⋯他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裏，

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悅的事。」我

們也常照著父的教訓行事為人，

常作祂所喜悅的事嗎？

4. 學習事奉專一：

＊ 哥林多前書7章35節，保羅說： 
「我說這話是為你們的益處⋯⋯

要叫你們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

服事主，沒有分心的事。」我們

的服事不需要全場跑，而是要專

一，做得有深度。哪個教會不缺

服事的人呢？願你我有屬靈的分

辨力，能服事的專一且有深度。

5. 學習為人慷慨：

＊ 希伯來書13章16節說：「只是不
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

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

＊ 保羅論到自己的經歷，在腓立比
書4章18節說：「我樣樣都有，並
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

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餽送，當作極

美的香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

的祭物。」

今天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個既富足

又貧窮的時代，我們自己樣樣都有，卻

少了饋送的精神，許多基督徒無論對傳

道人，對鄰舍，對貧窮人都一樣小氣，

求神幫助我們不要成為「窮得只剩下

錢」的一群人。

基督徒為了愛神和愛弟兄姊妹，在

運用我們的自由這件事上，當要有限

制。因為我們的自由是神藉衪兒子為我

們買回的，是一件寶貴的禮物，不是供

我們自己使用，而是要按神的心意來運

用，這樣我們才能活出為主而活的生活

方式！

我們的文化堅持「我的權利」，基

督徒很容易也將這種態度帶入教會，這

是不會討神喜悅的。我們若要學習效法

基督，就要把教會這團體的屬靈健康看

得遠比我們自己的權利更重要！

馬丁路德論到「基督徒的自由」

時，說過一句很適當的評論，他說： 
「一位基督徒是一個最自由的主人，不

受任何的限制；但他又是一位最負責的

僕人，願受到所有的限制。」

每一個基督徒都應當以榮耀神為他

的人生目的，這是神對所有信徒一項公

開的呼召。我們所作的每件事都要能 
使神得到榮耀和稱許。同樣地，每個基

督徒也當全時間投入討神的喜悅，這是

神對每個信徒的呼召，也是基督徒的 
本分。

基督教的信仰是一則愛的故事，而

敬虔在本質上，我們要藉著討神的喜

悅，來向祂傾訴感激、愛慕之情。在尋

求如何向神感恩之際，我們要藉著神所

賜給我們的「創造力」─也就是神在

人身上所顯露之形像的一部分─問自

已：我還能再多擺上些什麼給神？我還

能為我的鄰舍多給出一些愛？這樣的心

態不但需要靠神所賜的「創造力」，它

也涉及了冒險的行動，因為很可能遭來

誤會或不被人感激。但讓我們不向神的

挑戰萎縮，讓我們願一生為主而活，為

主而死。 

（本文收於＜更新講台＞錄音C107， 
「我們當如何活？」，第7卷。講於美國
新澤西州若歌教會35週年慶，歡迎上網
選購，www.crmnj.org）

註一：《新生的樣式》，更新選集4， 
1984年11月出版（美國，新澤西
州：更新傳道會），第67-73頁。
歡迎讀者來信索取（自由奉獻）。

註二：Francis Schae�er, "True Spirituality", 
(Wheaton, IL.: Tyndale House, 1971).

註三：《簡明神學》，巴刻著（J. I. 
Packer），張麟至譯（美國，新
澤西州：更新傳道會），第51-52
頁。



親愛的代禱同工們：

感謝神的恩典，平安地保守更新傳道會同工們完成了一個

會計年度的事工。在此謝謝您們過去一年的代禱與支持。目前

更新共有86位全時間及好些半時間同工，分別在八個不同的地
區服事，包括：美國新澤西州，新加坡，台灣，香港及幾個不

同的宣教工場（如：緬甸，外蒙古，中東的阿曼，阿富汗與東

藏等地）。更新網站上有宣教事工的報導，歡迎你們收看或下

載，也請您們向自己教

會推介更新傳道會的各

項事工。

以下是這個會計年

度美國總會事工簡報：

一、宣教事工

◆更新宣教工場

分好幾個地區：緬北

（1 9 9 7年開始）；外
蒙古的烏蘭巴托（2001
年開始）與中東地區

（2008年開始）。更新
著重作異文化（M2）宣
教，本年度全時間宣教

同工共79位，均由新加
坡更新傳道會總管。

◆本年度較突出的

進展是在緬北臘戍所

發展的＜更新綜合農場＞扶貧事工，承蒙台灣農業關懷使命團

許多的幫助，其中有三位農業專家：余如桐博士，陳從上弟兄

與陳幸浩長老曾在2014年2月至6月間三次前往緬北協助，進行
＜更新綜合農場＞的農牧生產計畫。並將第一批種母豬22頭及
種公豬3頭運至緬北農場，預計2014年12月即可生產仔豬，育

成後將提供更新福音村的農民飼養。此外，農使團的鄧成欣及

莊周瑞教授也於2014年6月前往緬北＜更新綜合農場＞勘察為
供養豬所種植之玉米及甘藷葉等青飼料的情況。請為更新的扶

貧事工之發展繼續代禱，也求神預備所需費用。

◆本會計年度已有兩個短宣隊由北美前往緬甸工場：第一

隊於2013年9月6-16日，由北加州的中華歸主海沃教會葉耿齊
牧師帶領，負責教導同工研讀「約翰福音」。第二隊於2013年
10月14-23日由北卡何蓓蓓帶領（北美更新宣教推廣同工，張

儀楨，王淑霞姊妹同

行）。第三隊於2014年
4月8-15日，由李定武
牧師／師母帶領，何蓓

蓓姊妹同行，前往緬北

考察事工，並教導《三

問讀經法》。2014年10
月葉耿齊牧師仍將帶隊

前往培訓更新同工，請

為他代禱。由北美前往

緬北非常費時費錢，請

為更新禱告，願我們所

花的時間與精力真的能

對緬北同工有實際的幫

助。

◆請為更新外蒙古

事工主任沈曉媚姊妹

代禱，她在烏蘭巴托推

展華裔青少年事工，求

神賜她健康的身體與靈

力。也請為在中東的四對更新同工代禱。

二、文字事工

◆電子版書籍的出版：第一本電子書《揚起生命的帆》在

拜訪更新緬甸苗族牧師（左一） 李牧師教導苗族信徒如何讀聖經 在戶里學生中心廚房幫忙的「美傭」─何蓓蓓

更新緬甸同工

（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



2013年7月出版，接著第二本李
陳長真師母著的《讓我們露營

去！》也出版了。請為更新這

個新嘗試代禱。

◆盲人版(Braille)的《豐

盛生命》透過好些困難終於在

2014年8月在香港出版了，目
前開始在國內使用，您若有負

擔支持此事工，請向貴教會推

介，並在金錢上支持。

◆陸蘇河教授的佳作《三

問讀經法》自2013年4月初版
後，深受各地教會信徒的喜

愛，非常能幫助信徒在繁忙的

生活壓力下，每日讀經時依然有心得。這本簡易的小冊最大的

優點是可以用一對一的方式傳遞下去。李定武牧師今年3月及6
月整個月在歐洲教導此讀經法，甚至也用此《三問讀經法》教

導傳道人如何預備講章，使許多教會得到幫助，感謝主！

◆簡體版的古德恩鉅作《系統神學》經過好幾個月更新製

作部及校對部的努力，終於大功告成，在2014年5月底完工！
該書的繁體版在2011年3月出版後，廣受歡迎，也被許多華人
神學院採用為教科書，每年都需再加印。相信簡體版的發行能

使更多的讀者得到幫助。願神藉這本書讓海內外華人信徒都能

在自己福音派的神學思想上，建立起一個清晰正確又嚴謹的架

構。

◆舊書新出。葛培理牧師所作的《聖靈》一書經重新設計

排版，已經發行。面對神學教導混亂的今天，願這本書成為多

人的幫助。葛培理牧師的另一本著作《浩劫前夕》也正在製作

中，希望大家拭目以待。更新編輯部手邊還有好些書正在編輯

及製作中，請為我們同工禱告，有好的眼力與體力，蒙神繼續

使用。

◆請為遠東更新傳道會的負責同工，周黃珍輝姊妹繁重的

事工代禱。她不但要負責遠東更新事工的推動（包括台灣、香

在戶里學生中心廚房幫忙的「美傭」─何蓓蓓

山上孩子雖小也要幫忙挑水作家務

短宣同工學習河邊洗衣服

港、馬來西亞

等地），也要

負責所有更新

書籍的印刷、

促銷及主辦各

地營會事前的

連繫等，求主

加力。

三、傳道與訓練事工：

◆更新的傳道事工除了藉每年發行10期的＜更新月刊＞提
供講台信息外，另有講台的供應，門徒訓練及舉辦讀經營的活

動，希望藉此訓練弟兄姊妹更多了解神的話。這項事工需要長

時間的投資，懇請代禱與支持。

◆本會計年度更新舉辦了兩次更新讀經營：2014年4月
25-27日在台灣高雄弟兄讀經營的主題是：「約瑟，一個美麗
的生命」；此外，又於3月21-23日在新澤西州舉辦了姊妹讀經
營，主題是：「培養基督徒的氣質─登山寶訓選讀」。感謝

聖靈動工，讓

許多人得到益

處。

◆李定武

牧師此會計年

度講道行程十

分忙碌：外出

講道18次；帶
領特會6次；
退修會10次。
事奉地點除北

美各地外，也

包括台灣，歐

洲7個國家及
一些創啟地

區。感謝主給



他健康的身體和靈力，能為主所用。

◆更新一向注重門徒訓練及信徒領袖訓練，因此門訓同工

周德威傳道也非常忙碌，分別在美國北卡的洛麗華人基督教

會；北卡夏樂市華人浸信會；北維州華人基督教會及美東豐收

華夏教會帶領門徒訓練。2014年6月至9月則在德東服事眾教
會，請為他的服事及身體禱告。

◆更新透過美國匹茲堡華人教會的許仰興長老，提供＜信

徒領袖訓練＞，他曾於2013年9月28日在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
會北堂主辦＜從尼希米記看異象與領導＞教會事工研習會，效

果頗佳。求神藉此訓練課程培訓出能為神所用的領導人才。

四、更新學院神學課程（ITS)

◆更新與美國南卡州哥倫比亞國際神學宣教學院（CIU-
SSM）早在2000年開始合作，開辦神學 課程提供給華人教會。
自ITS開始迄今，華人教會中已有十四位學員藉更新學院及 
CIU-SSM這項合作完成研究院的學位，目前己分別在各地牧
會、成為宣教士等事奉主。目前又有兩位讀完＜更新學院＞課

程，剛轉到CIU-SSM就讀，求神賜福他們，早日完成學業，可
以全時間服事主。

◆本年度「更新」在美國兩個地區（新澤西州及喬治亞

州）開的更新學院課程有：陸蘇河（以西結書，11/8-10/2013）；
黃子嘉（羅馬書解經，03/28-30/2014）；林慈信（系統神
學，9/20-22/2013）等。

五、事工展望

◆文字方面

更新編輯部將在下年度完成兩部規模頗大的舊約註釋

書：布魯斯‧華爾基 (Bruce K. Waltke) 的《創世記註釋》和亞
倫．羅斯 (Allen Ross)的《利未記註釋》。後者對現世代同性戀
的觀念有很好的教導。更新盼望能針對生活在今天這個強調

「自我」的社會－一個把人生意義建立在掙脫社會種種約

束，以爭取個人最大自由與利益為主的社會裡的基督徒，藉著

出版以聖經為基礎的屬靈書籍，來教導一些正確的觀念，請為

我們禱告。

◆宣教方面

◎感謝主，在過去一年中，讓北美總會與緬北工場有良好

的互動。我們期望能在可見的未來，能為緬北在行政上建立一

套適於用電腦操作的會計系統；其次，能有計畫地訓練並提高

更新緬北同工的牧養及教導能力，以及從事門徒訓練的服事技

能。這是不容易的過程，請代禱。

◎北美更新書室將進一步努力讓更新出版的書及能更方便

在歐洲及中國大陸華人教會中採購，也請為此過程禱告，賜我

們有通達的道路。

六、財務報告

◆北美總部本會計年度收入約美金72萬元，總支出約71.3
萬元，淨存5,965元。（請見下圖）

感謝主的恩典及您們犧牲的奉獻，得以使更新傳道會順利

邁進下一個年度的事工。請為「更新」 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全時
間86位同工們禱告。歡迎您以三百團契的方式（每月奉獻 125 
元美金，即一 年美金 1，500 元)，成為更新的支援團隊。更盼
望您在教會，團契中推介更新及使用更新的產品。 再次謝謝您
給我機會與您分享更新的事工。

敬祝，

主恩滿溢

與您同工的

 

李定武牧師

更新傳道會總幹事

主後2014年八月

收入 $719,428 支出 $713,463.60



如今隆重推出簡體版，即日起接受預約。

 [本書特點]

1. 注重提供教義的聖經基礎：說明每條教義的經文根據，並在章首列出背誦經文。

2. 注重解釋教義時的清晰度：力求清楚易明，盡量減少使用術語。

3. 注重與當代的連結：討論現今教會關切的議題。

4. 注重生活上的應用：神學是生活、敬拜與讚美，每章均附詩歌及思考與應用問題，落實教義。

5. 注重幫助讀者理解：文筆親切易讀，理性、感性與靈性並重。

6. 注重福音派的信仰：立足福音派，同時提供七大傳統書目，導引更深入的研究。

如果你希望找到一本神學教科書，既能幫助你的靈命，又能對你的智力成長有益，你就該

大大喜樂，因為這本書就是按著你的需要寫的，而古德恩在這方面的寫作能力實在超群。

巴刻（J. I. Packer），英國神學家，加拿大維真學院

本書有許多不凡的平行特點：有深度卻不難理解；直率不含糊卻不鹵莽或強調過度；清晰

易讀卻不膚淺；有聖經根據，甚至經文遍滿全書，卻非隨意引用；虔誠卻非天真不知分

辨；應用性高卻不追逐潮流或感情用事；內涵廣泛卻不捨本逐末；是為教會而寫，目光卻

不偏狹，也不強調宗派主義。我相信這本書會源遠流長，影響日後更多的世代。

約翰‧派博（John Piper），美明州伯利恆浸信會主任牧師

古德恩了解，每個基督徒其實都在“搞神學”，因為教義總是不可避免地藉著信徒的日常

生活應用中呈現出來。作者文筆清晰，本書不但表現出他對基督肢體內多元化傳統的欣

賞，同時也幫助我們了解到，我們的信仰是建基在具有歷史性的基督教真理上。

寇爾森（Chuck Colson），國際監獄團契事工創辦人

古德恩打開了一扇窗子，令新鮮的空氣吹走屋中的霉味，讓聖靈將新生命與能力注入合乎

聖經教導與有敏銳思想的福音派神學中。

傑克‧海福德（Jack W. Hayford）， 加州道上教會主任牧師

作者 古德恩 (Wayne Grudem)

美國哈佛大學學士，

西敏斯特神學院道學碩士，

英國劍橋大學博士，

曾任教於美國伊利諾州
三一神學院二十餘年，

並擔任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聖經繙譯監督委員會之一員。

預約特價  台幣1500元

全書約1400頁／精裝一鉅冊／訂價  台幣1900元

預約期至2014年12月底止／書房另有折扣，歡迎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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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上更新網站訂購：www.crmnj.org

〔付款方式〕  郵政劃撥：13913941   戶名：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更新傳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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